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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科技日新月異、全球競爭激烈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的組織將處

於變化快速的環境中（王如哲，2002；吳清山，2005；張明輝，2002；

Bossidy & Charan, 2004）。我們很難相信一些現存的成功大型組織，在二

十年或三十年後，將無法繼續經營。這些組織甚至包含了學校組織。檢

閱過去數十年的歷史就可以清楚發現一個組織現在的成功並不保證未

來的成功。當前組織所面臨之最大問題來自於其外在環境之變化迅速，

但本身卻忽略變化的發生或無法立即擬定對策及時因應，最終導致失敗

的結果。即使諸如學校、銀行、建築業此類過去受環境變化影響較輕的

組織，都面臨了外在環境變遷之壓力。Bossidy和 Charan（2004）指出組

織必須持續因應環境變遷的需要而調整經營管理模式，否則將面臨遭受

淘汰的噩運。 

本章即針對自二十一世紀以來學校組織所面臨之環境、科技、市場

之變遷進行探討，共分五節來進行論述。第一節探討學校組織外部環境

變遷之情形；第二節分析動態環境中之學校組織內部變革；第三節探討

動態能耐觀點及其相關研究；第四節剖析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第五

節則發展教育組織動態能耐評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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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學校組織外部環境動態分析 

     

長久以來，學校組織給予人們封閉、穩定、變革緩慢之印象。尤其

是公立學校由於學生入學來源穩定、經費無虞，更沒有績效之壓力，部

分組織成員抱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心理，敷衍了事的態度，本著但

求無過，不求有功的心態，自然使學校之效能無法提升。M. Friedman

（2002）早在 1950 年代即從經濟學的觀點出發，力指公立學校組織由於

缺乏市場之自由競爭壓力，使得教育品質不斷沉淪，相當低劣。 

    然而，受到科學理論與組織理論之演進與發展、後現代組織理念之

開發、政府在教育事業角色的轉變、外在環境急速變化等因素之影響，

使得學校組織原有之穩定型態遭受破壞，轉而成為深具動態性與不確定

性之組織。學校經營者也意識到學校所處環境將愈趨動態，愈趨不穩定。 

 

壹、科學理論典範之變遷 

一、傳統科學之大逆轉 

自 Galilei、Newton 等科學大師以來，近代科學已有三百餘年的歷

史，這個時期之科學可以統稱為傳統科學時期，其聲勢浩大、並充分發

展人類理性的活動，使人類科學研究具有完整之理論依據。 

Kiel（1989）提出自 Newton以來，人類之自然科學觀可分為三大階

段第一階段為牛頓學派物理學觀：此階段認為宇宙是規則的、亙古不變

的。故只要找到其中機械式之聯結，即可控制整個系統。因此其具有可

逆轉性（reversibility），而所發現之定理或原理原則不因時間之改變而產

生隨機之變化。第二階段為有限之權變模式：在一定範圍內，為適應環

境做有限的改變。基本上，原有的系統結構並未破壞，權變的目的在於

維持一種「均衡」（homeostasis）狀態。第三階段為非均衡：此階段認為

系統本身即是混亂而無規則的，其中充滿了許多不可預知的事件。基於

其混沌之本質，即使微小的起始行為，也可能引發巨大的變化，而破壞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了整個系統之運作。 

若從科學發展之脈絡觀之，牛頓力學在十九世紀已呈現相當完備精

確的狀態，當時加上電磁學中馬克思維爾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

的驚人成功，使一些有識之士甚至因人類看透了宇宙的真相而沾沾自

喜。然而，二十世紀才剛開始就迸出了量子力學及相對論，兩大理論不

僅懷疑一直以來被奉為圭臬的理性法則（rational discipline），更撼動

Newton 之線性科學，更使得科學之研究進入另一番光景。爾後，混沌

理論的出現更使線性、可預測性、均衡之科學主張潰不成軍，而科學之

思維轉為不確定性、不可預性的、與動態性。 

Einstein的相對論（theory of  relativity）不僅是物理學界全新的思考

模式，而且有力地批判了現代機械論的錯誤。其最大的突破來自跳脫牛

頓線性科學之思維模式，並且批判它。相對論雖然深具決定論

（determinism）的性格，重視宇宙中相互聯繫性現象之研究，然而其所

提出的新觀點再度開啟科學研究的大門。接著而來之量子理論（quantum 

theory）強調宇宙中存在人類所無法掌握的隨機性與不穩定性。量子科

學提出以下幾點全新的觀點（孟樊、鄭祥福，1997）： 

（一）量子理論認為量子的所有行為或運動都可以在一個非連續

的、不可分的、被稱之為量子的單位中被發現。在量子理論中，電子是

從一個軌道直接跳躍到另一軌道的，而傳統物理學的核心觀點是粒子的

連續運動；這一點已深深受量子理論的質疑。量子論對運動的理解持相

反的態度，就連最平常的運動也被看成是由非常微小的、非連續的運動

構成的。 

（二）量子理論認為物質和能量具有一雙重性，它們既像粒子，又

像波。至於其究竟像什麼，必須在實驗中或語境中才能相對地確定。推

而論之，事物的性質依賴於語境。此論點也與傳統物理學相佐。按照傳

統物理學的說法，無論它處於什麼樣的環境中，粒子就是粒子。 

（三）量子理論強調非局部性聯繫，在一定範圍，事物可以與任何

遠距離的其它事物發生聯繫，而不需要任何顯而易見的力量來維繫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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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 

（四）量子理論認為整體可以組織部分，特別是生命有機體之觀

察，整體可以組織有機體中的各個部分。 

二、劃世紀的新科學：混沌理論 

量子理論讓科學家瞭解宇宙的奧秘並非人類想像中如此簡單，它存

在許多人類所無法掌握的隨機性與不確定性。爾後之科學研究，例如

Bohr的「量子化原子模型」（the Bohr atom）、Schrödinger的「波動力學」

（wave mechanics）與 Heisenberg的「測不準定理」（uncertainty principle），

皆強調自然界充滿不可預測性、不穩定性與不確定性（秦夢群、黃貞裕，

2001）。 

執是以觀，當混沌出現，古典科學便被迫終止了。長久以來物理學

家皆致力於探索自然界之秩序，而對於變幻莫測的大氣、騷動的海洋、

野生動物數目的劇增與人類心臟跳動和腦部之細微變化，卻顯得無知愚

昧。這些大自然中不規則、不連續、不規則的部分，在科學上一直是個

謎（Gleick, 1987）。而這些謎題為古典科學和決定論者留下了無解的問

句。事實上，早在線性理論當道的 1900 年代，法國物理學家 Poincare

就已經提出非線性觀點，反對物理運動均可預測的論斷，並指稱「非線

性動態系統」之微小干擾因子，將隨時間之變化而產生巨大的變化

（Poincare, 1902），人類生活的世界是充滿不可預測性。Lorenz（1963）

試著陳述古典科學與決定論之困境。他以大氣層運動方程式來測量大氣

層之變化，結果發現大氣層從未返回先前任一狀態，這證明長期的氣象

預測為不可能，並將此發現稱為「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對新科

學擁護者來說，混沌（chaos）已經成為二十世紀物理科學發生的第三次

大革命，像前兩次革命一樣，混沌理論撕下了牛頓物理中奉為圭臬的信

條。相對論否定了牛頓對絕對空間與時間的描述；量子理論否定了牛頓

控制下測量過程的夢想；而混沌理論則粉碎了 Laplace 對因果決定論可

預測度的幻影（Gleick, 1987）。在後續的研究中事實上也發現非線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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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存在著可以描述的規則性及預測性，然而秩序與混沌並存的觀念已

深深啟發物理學之研究（Jennings & Wattam, 1998; Lindsay, 1989），也讓其

他學門之研究產生影響。 

綜各家學者之主張，混沌理論之重要主張可歸納成以下幾點（李宏

才，2003；秦夢群，1995，2004a；陳木金，2002；Hayles, 1991; Murphy, 1996）： 

（一）非線性（nonlinearity）：古典科學認為因果關係的呈現具比例

的關係，即小原因促成小結果，大原因促成大結果；非線性系統卻是相

反的，意味著一個系統中各種關係的呈現並非嚴格的呈某種比例，有時

候一個微小的因素可能造成意想不到的結果。自然界大部分的事物常常

違反人類的期待，因此要去預測其結果變得相當困難與不合實際。 

（二）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科學家之研究發現耗散結構

的存在，其為一開放系統，最主要特徵為能自外部環境中吸取能量，並

隨著自然界能量的消長隨時與外部交會而產生新型態。在耗散結構中存

在著不同次系統，其關係屬非線性。換言之，其性質並不如線性關係那

麼平穩，彼此之間不相稱且沒有一定比例關係。耗散結構並非穩定之系

統，有時會陷入混沌暴亂的情境，當不穩定之狀態達到臨界點或是分歧

點，系統內部將失衡而陷入混沌狀態，最終將趨向於另一個穩定的、新

的、且高層次的耗散結構。此時，外部與內部的隨機波動又起，開始另

一波的變化。整個耗散結構的變化乃是一種連續的過程，其特點在完全

拋棄既有結構，並在決定性之分歧點上蛻化成新的系統。由此觀之，基

本上它是一種穩定、崩潰到重組的結構。 

（三）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此為社會科學最廣為引用的概念。

Lorenz的研究發現氣象的變化根本無法預測。因為只要在初始階段有小

小的錯誤估計，即會導致非常大的差異，就像巴西的一隻蝴蝶展翅飛

翔，就可能造成美國德州颳起颶風一樣（Gleick, 1987）。混沌理論主張

任何現象均代表某些意義，對於初始狀態（initial conditions）極為敏感，

絕不可等閒視之。由於在耗散結構中，各次系統之關係呈現非線性，故

表面上看來枝微末節之事件，可能無法一窺各次系統之間的聯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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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而造成巨大損失。 

（四）奇特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混沌理論的另一個理念是奇

特吸引子的存在。其之所以稱為「奇特」，乃因其性質極為不定，有時

複雜、有時簡單，令人難以捉摸。吸引子為軌道之一端，會吸引系統朝

其而去。以鐘擺的擺動為例，指出一般情況下，其擺動範圍的中點即為

吸引子之所在，由於其行徑始終如一，因此被稱為固定的吸引子。然而，

複雜的系統裡吸引子不只一個，因此其走向更是不定。而且，奇特吸引

子具有模糊的特性，而隱藏其中者往往產生巨大能量而左右系統的走

向，此即為何系統有時看其似有規則可循，有時卻像雜亂無章的原因了。 

（五）回饋機能（feedback mechanism）：在隨機與動態之中，系統

中各吸引子導致成果的產出。一切過程可經由非線性的方程式加以代

表。如此反覆進行，產出的成果回饋至系統而成為新的輸入，並因此產

生波動而激發出下一波的新結構。換言之，它具有不可逆性

（irreversibility），舊的成果雖再注入系統，但所產生的下一結構卻是嶄

新的。此與以往科學家將宇宙視為是靜態的、可逆轉的看法大不相同，

基本上否定有秩序的循環現象。 

綜觀之，混沌理論對於組織研究帶來以下的新啟發： 

（一）彰顯出細微與隨機事件的重要性：過去的組織習慣進行線性

的思考與理性的規劃，對於一些隨機發生之波動或異常行為，均被認為

是異常現象而不予理會。然而耗散結構的研究卻顯示，往往是非常態的

變化促使系統產生巨大的變革。這些非常態的事件看似微不足道，但卻

透過系統非線性的特質造成無可預測的影響。 

（二）混沌理論對於未來之預測持保守的態度：以往之理論依據理

性法則與線性科學思維，試著建構一套放諸四海皆準的組織律則，並試

著去預測未來。然而在耗散結構中，任何的紀錄皆僅是驚鴻一瞥的暫短

現象，任何系統皆是非線性，其走勢自然極難捉摸。 

（三）混沌理論主張對非線性系統僅能有限的掌控：在古典科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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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組織認為只要操弄社會系統中之重要變數，即能掌握結果。但事實

已證明並不然，即使控制了大多數的變數，結果仍是未如預期的，例如

每年國內外皆可見上市公司調降財務預測目標之情形，顯示面對千變萬

化的市場變動，即使是精打細算的執行長與財務長也無法精確掌握外在

環境的變化。在耗散結構中，被認為重要的因素並不見得會產生相當程

度的影響，換言之，因果之間並不成比例。基於此，混沌理論認為藉由

對外在變數的掌握即能準備地預測組織之發展是不可能的。 

（四）混沌理論對於歷史事件之類化也持保留的態度：耗散結構中

呈現非線性關係，造就每個系統的獨特性與異質性。由此觀之，每個系

統之運作皆有其模式。傳統之理論認為系統具有相似性，相關的成功經

驗亦可複製，混沌理論否定這樣的觀點。舉例言之，某個組織之運作模

式獲得相當大的成功，然而其成功的經驗很難套用到其他組織。又如組

織之決策小組或智囊團在進行決策時雖可參照過去的經驗，卻不可過度

依賴，主因即在過去的事件雖可參照，但難以進行類化，預言因果。由

於對於初始狀態之敏感性，每個系統多少都有所不同，與其寄望根據少

數的經驗類化到其他的系統，不如針對其個別特性發展出特有模式。 

（五）混沌理論提供組織理論反思之機會：線性科學模式具有精確

與清楚之優點，然而在社會系統現象之測量與類化卻往往產生片面與失

真的結論。混沌理論中的非線性與動態性思維，提供組織之領導者嶄新

的思考方向。故在組織之領導與經營，應摒除以往要求達到最佳與最精

確策略之意圖，而應將重點置於各交會因素如何影響系統及其可能之發

展形式。換言之，領導者應拋棄以往堅持只有固定解答之思維模式，以

多元的觀點來應對複雜之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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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系統理論之發展 

一、一般系統理論時期 

組織在 1950 年代前是以靜態的思維模式詮釋組織之特質，也即認

為「組織」是職務配置及權責分配的結構體系，視組織為職位、單位、

層級、任務、責任及權力的適當配置。然而，在 1950 年代開始，由於

受到大型科學理論發展之影響，組織理論也發生極大的典範變遷，由封

閉系統理論轉為開放系統理論。 

首先，生物學家 Bertalanffy在 1950 年代提出一般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以系統的概念來詮釋組織之特質，其認為組織是一個由

多種原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複合體，並標舉出組織內部與外在環境的交

互作用（黃昆輝，1988；秦夢群，2004a）。Bertalanffy認為任何的有機體

均由細胞中的分子所組成，彼此之間必須熟悉運作的規則，以和諧地融

合成一個整體。若任何接受訊息的錯誤或是各自為政，均將導致有機體

的發展危機。系統同時擁有超級系統（ supersystem）與次級系統

（subsystem），各系統間為相互依賴的。Bertalanffy同時認為所有系統的

運作為一個「投入、轉換、產出」的過程，而系統本身具有自我導向的

功能，其產出可透過回饋機制，成為新投入的一部分而進入再一次的轉

換過程。如果系統之投入失當或強度太強而造成不均衡時，系統之各組

成要素極可能因應變不及而導致運作失調，甚至影響其存亡。 

Boulding（1956）以組織的複雜性來區分，將組織分為以下九種：

1.架構（frameworks）：為最原始與基本的系統，任何組成份子母體之間

所呈現的是絕對靜止或固定的關係。例如動物的器官與身體之間的關

係。2.齒輪結構（clockworks）：此種系統為具有部分動態的靜態系統，

可以完成事先已被嚴密界定的工作。例如鐘錶、機器的運作。3.自動機

械系統（cybernetic system）：此種系統可完成一些有限度的自我操作動

作，例如溫度計可依冷熱而自動調適與行動。4.開放系統（open system）：

此類系統自我運作、自我調節，並根據外在環境的變數而決定運作的原

則。例如地球之天氣系統。5.依藍圖成長系統（blueprinted-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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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此類系統具機動性，在運作過程並非一成不變，而是藉由事先

已規劃的好程序加以發展。例如基因的運作，雖呈一定之成長模式，但

並非一成不變。6.內在意象系統（internal-image system）：此類系統能接

收外在環境的詳細資料，並將之轉換成與組織有意義的意象。此類外部

接收與內部組合的功能，可在一般動物行為中發現。7.符號處理系統

（symbol-processing system）：此種系統不但具有創造內在意象的功能，

且能以語言符號加以表達與傳播。人類即是最明顯的例子。8.社會系統

（social system）：此類系統內部結構更為多元且複雜，其成員不但具有

符號使用之能力，且彼此共創出特殊的社會規劃與文化，例如社區或國

家。9.超自然系統（transcendental system）：此類系統屬超經驗的，雖具

有絕對的真理與規則，然而人類對其之認知卻相當有限。例如宇宙、星

辰（秦夢群，2004a）。 

由此可知，系統依其複雜程度可分成物質系統、生物系統、人類系

統、社會系統與超自然系統。其中，學校組織處於社會系統之中，其與

外在環境呈開放的、動態的關係。開放系統認為影響組織運作成敗的關

鍵仍來自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學校為例，其運作深受社會經濟、政治、

宗教等因素的影響，並不能遺世獨立，簡言之，學校組織並無法在社會

真空中進行，其運作過程深受諸多環境因素的影響。 

二、開放系統理論時期 

1956 年，Parsons在管理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發表《社會學觀點的組織理論》（Suggestions for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一文，並提出系統管理（system management）

的概念，認為組織是一種開放性的社會系統，各組織內之各次部門亦是

相互依賴的次系統，必須整合各部門的系統功能，才能達成共同的目

標。而任何組織皆在環境因素之下，從投入（input）與產出（output）

的轉換過程（transfer process）與相互回饋（feedback），達到互動循環與

動態均衡的結果（陳水竹，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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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投入                             產出 

資 源                                                 達成目標 
 

回饋 

轉換互動 
 

                    圖 2-1  Parsons之開放系統理論 

資料來源：引自組織行為：理論應用與產業發展（第二版）（p.15），陳水竹，2004，台

北：華泰。 

 

謝文全（1993）綜合各家之觀點，認為開放系統具有以下特性： 

（一）具有環境及超級系統並與之相輔相成：所有開放系統都有其

環境，而非與世隔離。開放系統與其環境之間必然會發生交互作用，並

且相互交換資源與訊息，以求相輔相成。故系統由環境獲得投入來維持

本身之活動及生存，並藉由轉換歷程，將投入變成產出後再投入於社會

以換取新的投入。系統與環境間循環不已，相互依賴與發展。 

（二）開放系統包含次級系統，且各次級系統也相輔相成：任何一

個開放系統皆具有超級系統（ supersystem）與若干次級系統

（subsystems），而每個次級系統即為一系統，具有系統的各種特性，且

彼此能發生動態的交互作用並相輔相成，整個系統才能生存與發展。故

任何次級系統一旦自行其是或失去功能，都會威脅整個系統的運作。 

（三）開放系統能藉由反饋機制進行自動調適來維持平衡穩定狀

態：在一般情況下開放系統處於一種平衡穩定的狀態，一旦干擾因子產

生使系統失去平衡穩定狀態時，系統之生存將受到威脅。此時，開放系

統之回饋（feedback）與自我調適（self-regulation）之機制即會啟動，使

系統儘速恢復穩定狀態，使系統之生存及發展延續。回饋即指一種偵知

系統本身及環境變化的情形，再將所偵知到的變化訊息，反應給系統知

悉的一種作用。而自我調適則指系統能根據反饋作用所獲得的訊息，自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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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調整系統本身的運作，使系統本身能恢復平衡穩定的狀態。 

（四）開放系統具不可回溯性：所有開放系統均生存於不可回溯的

（nonreversible）時間序流中，故開放系統均會隨著時光的消逝產生變

化，而變化產生後系統就不能再恢復以前的原貌。 

（五）具有走向解體的趨勢但亦有重組之力量：所有開放系統在運

作都具有混亂度不斷增加的趨勢（tendency toward entropy），亦即組織逐

漸走向無序性（randomness）或死亡（death）的趨勢。然而，系統內部

亦有重組機制在運作，此為自我組織運動。此因開放系統能與外界環境

發生交互作用，自環境吸收新的資源，以補充系統運作所消耗的資源。

此種新陳代謝作用能讓系統維持平衡。 

（六）具有殊途同歸性：開放系統均具有殊途同歸性（equifinality），

亦即開放系統的初始狀態（initial conditions）雖然不同，但透過不同的

方式仍可能達成相同或類似的結果。 

開放系統理論提出後立即受到學界的迴響。例如 Getzels 立即修正

其原先與 Cuba所提出之社會系統理論（social system theory），將原先之

個人層面（idiographic dimension）、規範層面（nomathetic dimension）的

模式加入文化層面（cultural dimension），使整體之模式更為完整（Getzels 

& Thelen, 1960）。蔡培村和武文瑛（2004）指出社會系統理論引發領導

多層面與組織次系統的關注，組織之關注取向由自然系統理論，轉至注

意社會系統的多元層面。任何組織內部與外部皆有許多次系統，這些次

系統在屬性上往往是獨立的，但在實際運作時必然產生高度的依賴關

係，若任何次系統產生變化，會牽連至整個系統。這些組織內部的次系

統已非常複雜，若再加上組織外部的次系統，其錯綜複雜的程度更難想

像。社會系統理論提醒組織經營者應將組織文化與組織生態的觀念涵蓋

在內，而非只注意到組織內部的運作、領導者特質與成員的工作等組織

內部的變項。因此，必須瞭解組織次系統的脈絡與結構，隨時監控環境

的變化，建立完善的人力資源管理流程，隨時採取必要的措施，使這些

次系統的交互作用能順利提昇組織的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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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和 Kahn（1966）分析中指出封閉系統論注重組織「應該」如

何運作，但事實上組織在運作過程中極少能完全照著既定目標與步驟進

行的，中間必有所轉變。Kast 和 Rosenzweig（1974）也指出組織是一種

與環境交換訊息、能源與物質的開放系統。至此，學界對於組織為開放

系統已具共識，摒棄過往封閉系統忽略外在環境的缺失，坦言組織的複

雜狀態。檢視而言，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存在很大的差異。封閉系統強

調層級法規的制定，理性地加以控制運作，而開放系統則揚棄過度注重

組織正式目標、組織架構、法規執行的運作。兩者之差異情形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差異比較 
封閉系統 開放系統 

1.注重團體的目標與「應該」完成的任務。 1.注重環境的限制與「可以」完成的任務。

2.組織的特徵是層層向下的官僚體制與各

有所司的職位。 

2.組織的特徵是內部各次級系統間的互

動，與外部體系之間的折衷。 

3.各種行動都需要有設定的正式目標，並

以之為執行準則。 

3.各種行動的導向應由環境的需求來決

定，不死訂標準。 

4.只有一種最佳方式來達到最大效率或效

能。 

4.有一種以上的方式來達到滿意度與效能。

5.靜態的關係。 5.動態的關係。 

6.主管對所處團體有絕對的責任，不得以

任何理由推卸。 

6.主管因環境變數的限制，所以不能責任一

肩挑。 

7.所有活動都在團體的封閉系統中執行運

作。 

7.團體藉由「輸入－輸出」的過程來與環境

交會，並取得平衡。 

8.溝通的管道已被設定，並侷限於內部系

統中。 

8.溝通的管道不但存在於各次系統中，也存

在於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間。 

資料來源：引自教育行政：理論部分（p.182），秦夢群，2004a，台北：五南。 

 

三、非線性動態系統理論時期 

1990 年以來，系統理論之發展由於受到混沌理論之影響愈來愈深

遠，而有非線性動態系統理論（non-linear dynamic system theory）的提出。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1

非線性動態系統理論自 1990 年代以來對教育組織之決策、領導等層面

帶來極大的衝擊。相較之下，線性系統理論與非線性系統理論有極大的

差異。首先，線性系統理論認為任何事件之初始狀態並不重要，其對於

最後結果的影響力也不顯著；非線性系統理論則對初始狀態相當敏感，

認為即使是相當細微的騷動，也極可能破壞了整個系統。另外，當系統

面臨瓦解時，線性系統總想盡辦法來維持系統的穩定性；而非線性動態

系統則傾向進行系統重組，並以新系統的面貌出現，來適應其環境。 

在預測結果的態度上，線性系統相信只要掌握了變項就能掌握結

果；非線性動態系統則認為任何的結果都存在著幾分的變異。線性系統

重視規則、可預測性與穩定性；非線性動態系統則偏向於不規則性、不

可預測性與混沌。對於回饋系統的省思方面，線性系統認為任何的回饋

都是對即有系統的警告，此時必須採取行動來重建系統的穩定性；非線

性動態系統則認為回饋是為了讓系統進行正面的修正，以產生新結構來

適應變化萬千的大環境。再就哲學思維之角度差異，線性系統採取化約

主義的認識論立場，認為所有的現象（包括物理或行為方面）都可以化

約至最細小之元素來檢視；非線性動態系統則認為應從不同的角度來瞭

解真相。線性系統理論與非線性動態系統理論在主張上之差異臚列如表

2-2。 

 

表 2-2  線性系統與非線性動態系統之差異比較 

 線性系統 非線性動態系統 

初始狀態 不重要 非常重要 

平衡狀態 穩定的 混沌的 

預測性 可以預測的 無法預測的 

回饋 消極的 積極的 

哲學取向 化約主義；實證論 擴張取向 

資料來源：From Nonlinear System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by D. H. Reilly, 
199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37(5), p.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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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後現代思潮之影響 

一、後現代主義的意義與特徵 

後現代主義對於人類的社會發展之影響相當深遠。此處之討論則將

重點置於其對組織經營之反省性思維。後現代主義乃產生於現代資本主

義社會內部的一種心態、社會文化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其旨在反省、

批判和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後現代主義提倡一種不斷創新、永

不滿足、不止於形式、以及不追求固定結果的自我創造精神，其試圖徹

底重建人類的現有文化，探索儘可能多元的創新道路（高宣揚，1999） 

後現代思維亦是影響組織內涵產生巨大變革的因素。關於後現代興

起之時間點各理論家皆各持己見，至今未達成理論共識。Gadamer 和

Derrida 認為後現代之興起主要由於現象學、分析哲學的式微與存在主

義、結構主義的衰落，以新解釋學和解構哲學的興起為特色之主義開始

盛行所致。Bell則認為後現代主義是隨後工業社會的來臨而興起的，其

主要即在反映出社會型態的改變（高銛、王宏周和魏章珍合譯，1989）。

分析而言，後現代主義的興起有以下幾項關鍵因素： 

（一）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在全球各地快速滲

透與紮根。而統治階級則透過精緻化與系統化的資本主義來進行制度的

建立與管理，使大眾對資本主義社會感到不滿。 

（二）由於現代社會文明的高速發展，充斥之消費文化、媒體報導

使得人類失去其主體性與尊嚴，人文科學也愈來愈偏離傳統的人類正義

事業。思想家與藝術家把事物真相拋諸腦後。再加上媒體為迎合大眾的

各種需要，不斷杜撰無關緊要的新聞（丘昌泰，2000）。這使得人類開

始驚覺尊嚴重建的刻不容緩。 

（三）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已成社會等級分化所決

定的權力關係，以及由物質所決定的資本關係。語言行為不再是人類思

想與感情的展現，而是一種表演，成為人們掩飾本意的基本手段。 

（四）近年來由於組織經營之外部環境不斷產生變化，而支援組織

運作的科技更是一日千里。後現代主義揭櫫人類世界的亂局狀態。在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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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與劇變的世界，一切適用於理性世界之規則不再適用。過去，傳統組

織思維在複雜的後工業社會並不適用。 

 

綜觀各家學者之看法，後現代主義之特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丘昌

泰，2000；林俊杰，2003；秦夢群、黃貞裕，2002；鄭福祥，1999）： 

（一）不確定性（indeterminacy）：不確定性為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特

徵，其包括影響知識和社會的各種模糊性、斷裂性與錯置性。不確定性

正滲透著人們的行動和思想，其構成為一個與確定性世界相對立的不確

定性世界。 

    （二）片斷性（fragmentation）：後現代主義反對任何整體化的趨勢。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世界是由片斷所組成的，各片斷並沒有向某個整體或

中心聚集的趨勢。後現代的世界既然是處在一個不確定的狀態，那麼其

發展就不是偏向整體化的走向，而是倡導差異性與爭論分歧，並在遊戲

中創造出與眾不同的格局。 

    （三）非正典化（Decanonization）：後現代主義聲稱知識不具有任

何的基礎，在不同的情境（時間、空間）中會有不同的知識，人們所稱

謂的通則，事實上並不存在（Littrell & Foster, 1995）。後現代主義強調既

定規則是不必要的，沒有所謂權威以及必須遵循的規則。 

    （四）反權威性（anti-authority）：後現代主義認為經由討論而宣稱

為「真」的知識，事實上都與社會中權力分配有很大的關連。而權力主

導了特定知識的型式。故應該打破此套不恰當的知識權力分配型態，以

反權威的立場恢復知識的本質。 

（五）參與（participation）：後現代主義者重視局部的聲音，故在

任何行動上強調每個成員的參與與行動。 

 

    綜上所述可知，後現代主義強調事物的變動不居，以及知識與真理

的非固定本質。這就如同 Foucault所言：世上唯一不變的真理即真理總

是一直不斷在變。提出適當的行動因應挑戰，是任何社會或組織興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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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是故組織在面對環境時，必須隨監控可能導致組織走向衰敗的警

訊。綜言之，後現代主義有三大精神： 

    （一）強調理論與觀點的多元性，採多元主義。 

    （二）反對一切規則與通則的建立，採反基礎主義。 

    （三）強調事物的不確定性，這包括知識與真理。 

     

二、後現代社會與組織 

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於人類社會的影響相當深鉅。後現代工業社會是

源自 1960 年代以來工業技術快速發展所造就，為一個電腦與通訊技術

結合、以知識為導向、社會經濟系統快速變遷與轉型的社會。後現代社

會具有以下四大重要特徵： 

（一）以知識與技術為導向的社會： Lyotard（1984）指出後現代

社會是資訊和科學技術膨脹氾濫的時代。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

（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書中也指出今日資本要素已產生變化，知識

已凌駕在傳統的土地、勞力、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之上（傅振焜譯，

1994）。 

（二）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全球化社會：後現代社會為一個資訊科

技充斥的時代，而這個趨勢在近幾年更加明顯。資訊與網路科技已成為

人類不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以網際網路為例，其不但能快速地傳遞資

訊，如今更成為組織擴大經營、消費者產生消費行為、人類生活分享的

重要工具。資訊與網路科技不但對全球經濟代來正面的影響，也同時動

搖以固定空間領域為基礎的國家及組織。 

（三）為一個超競爭之社會：後現代社會為一個脈動快速、產業生

命週期短暫的社會。故任何的組織均沒有所謂永久的競爭優勢，所有的

競爭優勢皆是暫時性的。組織必須不斷地去開拓嶄新的優勢，因循拖延

者最後勢必遭到淘汰。再加上科技之發達使得空間與時間遭受壓縮，組

織必須面對來自全球性的競爭，故後現代社會中組織競爭之激烈是超乎

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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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物之偶然性與不確定性充斥的社會：後現代組織強調世界

充滿不確定性與不連續性，故相當重視整體外在環境的變化，並時時監

控可能對組織造成威脅的現象。 

 

後現代組織強調對外在環境或是顧客需求採取更為快速的田應。紐

約大學社會學教授 Heydebrand指出，後現代組織傾向為小型或是在較大

型組織中的小型次級單位。Beckerman（1999）後現代組織重視自動化生

產、服務以及資訊，組織之所有運作過程重視電腦化；人力資源部門採

用非正式以及較彈性的方式運轉。在領導與管理方面，多採用授權管

理、折衷式管理及參與式管理，強調權力下放平等的關係。在組織溝通

方面，後現代組織歡迎個人的局部解釋（local interpretations），即任何之

組織成員有不同的想法與意見時，皆可向管理階層反應（引自林俊杰，

2003）。由於後現代組織強調理性必須被公開挑戰，故倡導脈絡化哲學

（contextualized philosophy）而非經驗事實（empirical truth），並認為這

才是改善組織現況的關鍵（Toulmin, 1990）。 

在計畫與決策方面，後現代組織重視參與式規劃決策。在後現代組

織中，人際網絡（networks of  people）取代了階級（hierarchy），而此人

際網絡由一群為達特定目的的人所組成，他們透過拆解與重組（dismantle 

and reorganize）的過程來解決迎面而來的問題。 

Bergquist（1993）指出現代組織與後現代組織的不同點。他指出現

代組織為龐大與複雜的個體，其界限總是非常清楚，但其任務卻晦暗不

明。現代組織之領導乃植基於系統性地運用周延的管理原則，並透過正

式與書面的文件溝通。金錢、建築、以及機器乃其資本的主要型式。勞

工透過正式的工資與薪水獲得報酬。而後現代組織則強調小而適中之規

模與複雜性，其採取彈性的組織和制度間的合作（ inter-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以因應紛擾不安的組織內部與外在環境變化；在後現代組

織中，其任務通常相當明確；領導僅能在特定的時空與情境下作用，且

其控制能力總是短暫且不穩定的，口語為主要溝通方式；資訊與專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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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知識為資本的主要型式；組織中之知識工作者通常擁有強大的影響

力（許立一、許立倫、夏道維、辜柏宏譯，2000）。 

 

三、後現代之管理思維 

    歸納而言，從後現代主義的觀點運用在管理上重視以下幾個層面： 

（一）重視環境監控：從本體論觀之，後現代科用非決定論

（Indeterminism）的觀點，認為當前的世界存在各式各樣的不穩定、不

確定、非連續性、無序、斷裂與突變。故後現代觀點重視偶然性在事物

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其強調事物發展的不確定性。組織必須隨時掌握那

些極可能導致組織衰竭的警訊，否則將面對組織滅亡的危機。例如面對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一日千里，市場之新興力量以及顧客之需要變得難以

預測，但若不時時對市場保有敏感度，則勢必遭受淘汰。 

    （二）反對規則的束縛：後現代主義極端反對規則的束縛，其強調

應變式的管理。故其採取權變管理並注重組織制度上的彈性與自由。在

後現代組織中所有的管理原則皆不分軒輊，也沒有所謂的不可取代的普

遍原則。領導者也必須具有寬大的胸襟，能夠拋開執念、接受多元觀點，

如此才能有效回應內外情境的變化。 

（三）避免主動惰性：主動惰性（active inertia）是指組織回應驟變

的外在環境時，會傾向於遵循過去所建立的行為模式。這是由於過去之

策略架構使得組織成員之思考與視野縮小，變得蕭規曹隨，久而久之自

然使組織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部分組織（如學校）之運作皆遵循既定

的流程，當組織成員將程序變成例行公事時，則將不再考慮其他新的做

事方式。這些問題將嚴重地造成組織競爭力之衰退，是每個組織所要避

免的。  

（四）採取解構與重組策略：解構是指拆解並重整組織之結構。後

現代組織之管理上，一旦發現組織之整體競爭優勢已漸失，為了生存將

不計代價，進行組織拆解與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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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組織市場機制之導入 

自公共教育體系建立以來，人民教育權得到法律和道德層面的肯

定，政府在教育事業的投入，承擔整體基本教育設施，提供人民接受基

礎教育的機會，以實質保障教育權，並適度矯正資本主義興盛以來教育

不平等導致種種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失衡的現象。雖然學者們對學校教育

的功能看法存有差異，但無可否認的，學歷及文憑的取得是就業市場生

存競爭的重要憑據。也因此在公共教育系統發展初期，人民對政府介入

教育事務採取正面的態度。 

但另一方面，公立學校教育由於受到制度、法令過多的保護，即使

缺乏品質或績效，也不會面臨被迫關閉的命運，導致學生的學習品質大

受影響，教育組織因此一直被視為保守、缺乏效率及欠缺競爭力的系

統，屢為社會大眾所詬病。Carlson（1965）乾脆將公立中小學歸為受養

護的組織（domesticated organization），因為此類組織無權選擇其學生，

而學生亦無權選擇就學的學校；他把私立中小學歸為自然生長的組織

（wild organization），因此類組織不但有權選擇其顧客（即學生），而顧

客亦有權選擇就學的學校。在受養護的學校組織中，其生存受法律所保

障，再加上學生來源穩定，故不須經激烈的競爭即可獲得資源，因此對

於外在環境的變化較為遲鈍（引自張德銳，1999）。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教育組織已經不再是受保護的組織，在美

國、英國或澳洲等之教育行政單位，近年來關閉數所績效欠佳的學校（吳

清山、黃美芳、徐緯平，2002）。再加上大量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淡化

了教育的私人性格，公立學校系統成為國家主導的社會控制機制，尤其

國民教育階段的教育資源幾由國家所壟斷和管制。再加上部分公共教育

系統以特定價值之灌輸為教育目的，因而受到諸多質疑與批判。 

永井憲一於 1985 年指出國家對教育市場的干預廣義言之分為兩個

層面，一為教育的「內在事項」，包含教育內容、教材、教法；另為教

育的「外在事項」，主要指學校制度、教學設備、師資質量與整體教育

預算之編制與執行等。由於資源分配上，國家在立法、行政上的預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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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量具有極大的影響力，對於公共教育的「外在事項」更有絕對的支配

力量，因而國家對教育系統之影響力也由外在結構（包括法律制度與資

源分配）滲入對教育內在事務價值內容的控制，對教育自由與民主原則

形成潛在的威脅（引自吳明益，1994，pp.19-20）。 

因此，教育權雖為國民基本之權利，社會大眾雖期望政府介入公平

分配教育資源，維持齊一的教育條件，提供平等的機會，促進社會流動；

但亦憂心政府過度保護公立學校，造成學校安於現狀，不求改革。這也

是政府在辦學過程中所面對的兩難問題。 

 

一、政府與市場功能的互補 

    對於政府在公共資源分配中可發揮的作用與合理地位，各家看法既

有共識又存在歧異。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應多或寡，各有經濟學者支

持，偏向自由放任者如 Adam Smith、Friedman和 Buchanan。Smith重視

市場機制，反對干預人民的經濟活動，自由市場將引導有效率的產出，

並朝最適合於整體社會利益之方向演進，最後亦增進社會全體的福利，

政府的任務只限於國防的維護、調節貨幣供給與有效公平的司法制度；

Friedman是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認為不論在配置

社會資源或規範人類事務上，自由市場是最佳策略（Metcalf  & Legan, 

2002, p.25）。Buchanan則為公共選擇理論的先驅，認為公部門本質上的

缺陷，包括：缺乏競爭、過度生產及無效率的控制等，而從政者對個人

利益的追求，將造成政府對個人的干預與對經濟的傷害（Oates, 2000, 

p.40）。 

    偏向政府干預者如 Musgrave、Keynes及 Stiglitz則認為政府應在經濟

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以改善市場的缺陷。Musgrave 認為政府的作

用，簡單而言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及穩定調節，公共部門自有其與市

場並存的合理性，是作為解決不同問題但同樣有效的方法，因此私部門

與公部門深具互補性，在促進社會福利的過程中兩者相輔相成（Oates, 

2000, p.41）。Keynes則認為經濟均衡重於預算均衡，其理論之踐履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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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公共任務一再擴大（張則堯，2000，p.150）。另外，自由市場經濟

不可避免地在許多基礎面發生嚴重問題，政府必須提供必要的矯正措施

使之能回復正軌。Stiglitz（2003）即認為市場的運作並非始終完美，因

為存在著資訊未被適當揭露或資訊成本高昂等資訊不等稱（asymmetries 

of  information）現象，故政府適時介入，與自由市場同樣重要。 

 

二、學校組織私營化的趨勢 

    在兩方學者針鋒相對，相持不下之際，政府大幅介入公共教育領

域，致力追求教育機會均等所引發之學校教育效率不彰與品質欠佳的問

題卻愈形嚴重。 

    1970 年代，國際經濟危機伴隨著高失業率與通貨膨脹，導致新自由

主義（Neo-liberalism）的興起。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之管轄範圍過大容

易造成國家財政危機，而解決之道仍是將部分管轄範圍私營化。因此，

「新公共管理運動」成為公共行政部門的新典範，強調小而美的政府。

1980 年代初期，由於美國總統 Reagan及英國首相 Thatcher的連年執政，

使得新自由主義獲得決定性的勝利（陳宜中，1999，p.83）。這使得在公

共行政事務上開始一連串的變革，而教育的領域則引進市場導向的改革

風潮。 

    美、英先進國家在 1980 年代開始興起教育組織市場化與私營化的

改革風潮（Chan & Mok, 2001）。其最主要的目的即在增進與強化教育系

統的效率及效能。就市場的觀點而言，組織最主要的運作力量來自市場

機能，而影響市場機能最主要的因素則為競爭程度。市場機制強調以最

少的資源謀求最大的產出與利潤。Friedman（2002）認為唯有透過市場

機制的運作才能讓教育資源有效率的配置，並使市場呈現多元化的發

展。 

歐用生（1999）指出新自由主義把學校系統視為市場機制，主要是

透過學校間的競爭促進學校辦學品質的改善。而市場機制之公開選擇與

開放競爭，無非在對學校教育進行根本性改革，其最終目的是在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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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品質。因此，為了消除一般大眾對公立教育素質低落的不滿，也為滿

足多元的學習主體需求，如何形成一個競爭激烈的教育市場，以促進學

校革新，已成為未來學校經營者關注的焦點。 

    因此，在這一波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中，透過市場機制決定教育資

源的分配，被認為是解決教育問題、增進學校績效的良策。由於長久以

來，公立國民教育被視為獨占壟斷的企業，透過學區的劃分和強迫入學

瓜分整個市場。如今，教育事業導入市場機制，透過消費者（家長）自

由選校的方式，促動學校間的良性競爭，進而使學校在品質與服務上進

行改良，以吸引顧客。長遠來看，其利多於弊。 

    相較之下，市場導向的學校組織比起公立學校，更注重家長的滿意

程度、彈性的人事管理及經費運用，使學校組織能即時滿足教育市場的

需求、發展多元的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和學業成就（王立心，

2005）。兩者之比較可參見表 2-3。 

 

表 2-3  公辦學校與市場導向學校的主要差異 
比較基準 公辦學校 市場導向學校 

特性 公辦的：大眾/集體 市場的：獨立/私人 

目的 一般的、平等的教育 利潤或等值品 

法令 民主的控制 

公共組織 

高度規則化 

獨立的控制 

私人組織 

非常少規則 

組織控制 

（人事、預算、規則等） 

來自學校外部 

政治的或科層權威 

來自學校內部 

董事會、職員或家長 

產品 

（課程、教學法等） 

同上 同上 

責任 對公眾的責任 

外在的評定 

對家長的責任 

家長的滿足 

資料來源：引自國民教育經費分配模式公平性與適足性之研究（p.53），王立心，2005，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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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組織市場化的策略 

    Astiz、Wiseman和 Baker（2002）認為教育系統之市場化導向反映了

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精神，他們認為市場化導向具有以下優點： 

1.能使學校系統更民主，更有效率並達成績效責任； 

2.能回應社區及地區的真正需求； 

3.使父母及老師在學校改革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4.藉由競爭增進學校教育的品質。（p.70） 

 

促使學校組織朝向自由競爭的理想模式發展，主要的策略有三：教

育鬆綁（deregulation）、消除壟斷（de-monopolization）、與私營化

（privatization）。以下分述之。 

 

（一）教育鬆綁 

教育鬆綁即是減少政府對公立學校組織的管制，將決策權下放給學

校，賦予學校更大的彈性，使學校在面對社會變遷及市場競爭時，策略

能彈性化，不受政府之規定所限制而縛手縛腳。相關的理念如學校本位

管理（school-based management, SBM）、學校本位行財政（school-based 

financing, SBF）、學校本位預算（school-based budgeting, SBB）即是透過

決策授權，讓學校能夠直接進行對家長的意見與學生的需求進行相關改

革，讓學校之經費能夠最有效率地運用。 

美國在 1990 年代即採用學校本位管理策略來做為中小學教育組織

之重要改革策略，各州隨著學校本位管理之發展，也陸續制定相關制度

或規定，以發展符合學校需求的經費補助公式，並加強學校內部預算系

統及資源分配的效率（顏玉如，2001）。因此，美國學校本位理念之發

展，相當重視合法性，經由立法的過程，以獲得學區居民的支持並監督

公共財的合法使用；但同時應考量財務績效、經濟規模與學區效率，並

避免權責不清。 

英國方面，自 1988 年「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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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財政責任，各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LEAs）逐

步將財政管理責任下放給學校內部之管理委員會，使學校可決定自己的

經費開支與教師聘用（沈姍姍，1994）。日後英國政府所頒布的「學校

標準與架構法」（School Standards and Framework Act），或是標準支出評

估公式（Standard Spending Assessment, SSA），目的皆在制定教育經費之

補助標準與公式，以決定各地方政府所應補助的額度。而中央政府將相

關補助經費分配給地方後，即視為地方之自有財源。此外，在英國還有

所謂的「經費自主」（Grant Maintained, GM）的學校，脫離地方教育當

局的控制，直接由中央設立的「學校經費補助處」（Funding Agency for 

Schools），依其註冊人數給予經費。此舉不但使學校之運作較有彈性，

更可提供家長更大的學校選擇權。學校經費既然大部分依註冊人數而決

定，就必須起而改革以吸引家長將子女送入就讀，而達到自由市場的機

能（秦夢群，2004b）。 

台灣地區在 2000 年 11月 28日立法院通過「教育經費與管理法」，

即由於學校自由化趨勢下教育權力下放的改革潮流所致。長久以來，除

教育界以外之相關人士一直都不贊成教育經費應予保障，尤其公立學校

在政府的財政支援下，長期以來享有撥款支援學校的優勢，不但無法使

中央之經費做最佳之使用，尤有甚者更造成浪費公帑的情形。故學校市

場化之發展已蔚為未來趨勢。 

 

（二）消除壟斷 

消除壟斷為另一個教育進行市場化改革的策略，主要做法即放鬆或

取消私立學校和公立學校競爭的規定，如招生人數、收費標準與學區限

制等。 

以學區制而言，其雖能保障國民教育或義務教育階段之學齡兒童能

就近入學，但卻破壞了市場機能之運作，為變相之教育壟斷政策，不但

剝奪了家長之學校選擇權，更使學校不必擔心學生之來源而改革緩慢，

跟不上時代之變遷。也因此，美國地區在家長自由選校意識高漲及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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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的客觀條件下得以推行各項學校選擇權方案（ school choice 

program），跨校及越區選擇合適的學校就讀的情形也愈來愈多。以美國

的公立學校系統來說，傳統的選校僅限於學區就近入學；如今非傳統公

立學校（如磁鐵學校、特許學校）紛紛成立，使美國家長之學校選擇更

為多元，而學校所處的環境更為動態。另外，公私立學校間的選校，又

有教育券方案（voucher programs）的實施。教育券方案主要由 Friedman

在 1950 年代所提出，其主張政府應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或補貼學齡兒

童家長相關的學費，家長可以自由為子女選擇想要就讀的學校，而政府

則提供家長定額教育補助，使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教區學校站在同一

立足點吸引學生入學。依 Friedman之觀察，公立學校的教育品質近數十

年來每況愈下，有愈來愈糟之勢。他認為公立中小學校的墮落，原因來

自於區域都會化和教師組織的壯大。要改善如此局勢，辦法無他，唯有

將學校徹底私營化（make them private），並藉由教育券制度帶動競爭，

徹底重組公立教育體系，才能達到自由化的理想。 

 

（三）私營化 

私營化為學校市場化策略。廣義言之，私營化即將公部門所提供或

掌握的各類公共服務、資產所有權或經營權等，透過法定的程序開放或

移轉給民間個人或團體來管理，期望除了提供民眾高品質公共服務，也

能有效縮減政府的規模和政事支出。因此，民營化著重的是降低成本、

提升服務、彈性的管理及專業的人才，以有效解決公部門壟斷造成的效

率低落（Van Slyke, 2003）。 

私營化的實施方式，主要為所有權移轉或經營權移轉，藉以取代政

府的各項服務。將私營化概念引進義務教育場域，其理想在引進民間經

營者的長才與營造自由競爭的教育市場，以解決現存公辦教育的缺失並

促進教育的積極革新。此外，也藉此發展出更多元的教育經營型態，以

提供家長更多元的學校選擇機會（李希揚，1999）。 

蕭琦蓉（2003）指出私營化之實踐模式主要有兩種：其一，建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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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校制度，由政府頒布特許學校法案，准許個人和教育團體承包管

理，並由公共教育經費支持在一定程度上獨立於學區的學校；其二，由

私營教育公司承包經營，以「大企業」的形式接管公立學校的營運，提

供「全學校經營管理」的服務。 

 

綜上所述，教育組織市場機制之導入，其訴求有以下幾點：其一，

削減國家對教育的支配程度，強調教育鬆綁、公平競爭；其二，增進家

長及學生自由選擇的權利，取代國家當局的權威性分配；其三，提升私

立教育機構，因其較公立學校更具效能及效率。 

然而，從某些層面來看，教育市場並非理想之競爭市場，除非消費

者有特殊的管道參與不同學校的教務，否則難以直接瞭解個別學校的資

訊，在資訊不足的情況下，消費者實難以直接作出選擇，故教育具有資

訊不足的特性。再加上，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生事實上並沒有能力自己作

出選擇，而是必須抑賴家長的決定。然而個別的家長可能因為社經背景

等因素，無法作出理性的決定。楊思偉（2004）同時指出學校組織市場

化亦面臨了以下困境：1.學校組織權力重構後影響校園和諧氣氛：由於

學校組織畢竟與商業組織不同，其具有相當程度之鬆散結合特性，特別

是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且在整體社會文化現代化未臻成熟，在教育改

革後權利下放學校，隨之教師團體自主意識高漲，而家長參與學校事務

的權利也愈趨明顯，各種專業協調機制更趨矛盾，教師、家長與行政人

員已難在正式組織的權力運作系統下取得共識，此舉破壞原有校園寧靜

與和諧。2.學校人員對於動態環境敏感度不足，對於創新與變革一律持

反對之立場，致常誤解校園民主的真正涵義，徒增困擾與爭端，因而降

低學校辦學的績效。3.學校教育人員心態保守、排拒開放與責任。我國

學校的組織相較於其它組織，是屬於競爭性質較低的組織，而競爭性較

小的組織容易趨於穩定與保守；再加上學校人員安於現狀的心態，當一

天和尚敲一天鐘的心態，使得創新與變革常讓教師感受到威脅，因而造

成強烈的抗拒與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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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不論教育市場化的問題，為求加速學校競爭力能與國際接軌，

符合全球化與知識經濟社會的需要，教育市場化已為學校組織打開了競

爭之門。 

 

伍、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 

從經濟發展史來看，自十八世紀以來，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理論一直認為勞力與資本為生產的兩大主要因素，也是組織

競爭優勢所在。誰擁有了大片的土地、自然資源與低成本的勞力，就能

取得優勢，並以大量生產降低成本的方式逼迫競爭者退出市場。在當

時，技術、資本與工業材料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傳統的經濟理論忽視知

識、教育與智力等因素，並低估其於經濟體系之影響力。 

史丹佛大學經濟學家 Romer 則提出新成長理論（new growth 

theory），來探究傳統經濟模式中未被解釋的長期成長原因。Romer最終

發現「知識」具有組織創造無限財富之潛能，故提出新經濟理論，並扭

轉傳統經濟學侷限於有形資本與勞力之觀點（引自王如哲，2002）。 

事實上，自 1950 年代開始，知識不但成為生產的第三因素，更成為

決定生活品質高低的要素。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型態也成為人類發展的

重要導向。近十年來，一個以知識為經濟基礎之時代儼然成形，企業組

織以知識、科技做為創造財富的最主要工具，而非依靠天然資源、資本

與勞力（李誠，2001）。其中，最顯著的例子來自富士比財富排名，目

前居首位者為 Bill Gates，其創業始於軟體開發，沒有大量的土地、廠房

與勞力，靠的是幾位興趣相投的軟體設計工程師，合力開發出具主導性

的電腦軟體，其成功之路為人類史上的頭一遭。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指出，知識經濟具有四個

重要特徵：1.科學和技術的研究開發已成為知識經濟的重要基礎；2.資

訊和通訊技術位處於知識經濟之中心地位；3.服務業在知識經濟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4.人力素質和技術為實現知識經濟的先決條件。由此可知，

傳統經濟之生產程序與方式已無法滿足知識經濟時代之需要，為了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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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環境，全球科學與技術皆不斷進步與更新，而生產要素、人際互動、

工作性質、組織管理等都必須重新排列組合。在報告書中，OECD將知

識經濟定義為「以知識資源的擁有、配置、生產和使用，為最重要的生

產因素的經濟型態。OECD並將所謂的知識分成四大類：事實知識、原

理知識、技能知識與人力知識（OECD，1996，p.12）。 

高希均（2000）則認為知識經濟泛指以「知識」為「基礎」的「新

經濟」運作模式。「知識」需要獲取、累積、擴散、激盪、應用、修正；

「新經濟」是指跨越傳統的思維及運作，以創新、科技、資訊、全球化、

競爭力等為其成長的動力，而這些因素的運作必須依賴「知識」的累積、

應用及轉化。 

吳思華（2000）認為發展知識經濟所需要具備的社會基本條件包

括：一、全民創造力的普遍提升，大家要能放棄模仿、追求創意；二、

政府大量投資基礎研究與人才培訓，厚植社會知識基礎；三、良好的財

經制度與社會體系，鼓勵技術創業；四、完善的智財權法律制度，保障

發明與創意等等。 

王如哲（2002）認為知識經濟是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新經濟，這種經

濟的成長相當仰賴於個人、組織及國家層級之有效知識生產、傳播與應

用。其進一步指出知識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五項重要之屬性，這包括：1.

知識工作者時代的來臨；2.資訊與通訊科技之快速成長；3.經濟的全球

化；4.越趨瞭解組織過程中包含的專門知識之價值；5.回應科學與技術

變遷而快速之組織革新。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高科技及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得知識

和創新成為組織提昇競爭力的核心要素，而人力資源素質的提昇和資訊

科技的發展，則成為知識經濟時代裡，不可或缺之要件（劉鎮寧，2002）。 

回顧人類社會之產業經濟活動，從最古的勞動經濟開始演化。在

1760 年代工業技能萌芽後，1775 年 Watt發明蒸汽機至 1950 年代之前，

一直維持的傳統經濟型態。1980 年代，資訊科技產業大放異彩，快速將

世界帶進了數位化經濟階段，使整個知識產業躍為新經濟時代的核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7

知識工作具累積性與持續的增值性，不像企業所投資的機器、設備、廠

房或辦公大樓等實體結構，在生產過程中，都會加速的折舊和貶值。 

面臨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學校組織為了不被時代所淘汰，保有應

有之競爭優勢，也必須適時進行轉型。學校內部的組織型態和外部的組

織關係由靜態的、垂直的，轉為動態的、平行的。例如，學校內部的組

織型態，過去屬靜態的、垂直的科層體制組織，現則轉為動態的、扁平

狀的學習型組織，由教師彰權益能（teacher empowerment）以建構學習

型學校（learning school）。其次，學校外部的組織關係，過去是大、中、

小學壁壘分明，校際往來為平行的姊妹校，現在大、中、小學互動日增，

校際往來為平行的教育夥伴關係，例如臺北市東吳大學、大直高中、士

林高商、至善國中透過合作，成為雙溪學園，彼此資源共享（湯志民，

2001）。 

 

    由於全球資訊通訊設備的高速發展，使得知識爆炸的時代來臨。組

織或個人必須能夠體會創新是保有競爭優勢之重要策略。故不管是組織

或個人都必須不斷持續地學習，從動態系統中掌握外在環境的變化，並

順勢融入資訊、進行變革，才能掌控優勢。以教師之教學為例，在動態

的、不確定性高的環境中，教師不能只是單純的教書匠，而是必須具備

創造知識、調整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與評量方法之教育專業工作者。面

臨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學校組織之教師也應有以下數項之具體回應

（劉鎮寧，2002）：一、應從知識訊息的單向接受者轉變成為接受、傳

播和分享三合一的學習者；二、教師應建立個人知識管理工作，提高教

育產出；三、教師應充實資訊通訊科技的相關知識，及提升個人對相關

設備的使用能力；四、教師應勇於嘗試教育研究工作，提高教育產出；

五、教師專業成長應著重個人對教育問題的深層反思、理解和再行動。

六、教師專業成長應積極促進組織的變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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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學校組織一直以來被認為是與外在環境互動低、變動性不高的機

構。隨著二十世紀以來科學理論、組織理論、後現代主義思潮之發展，

咸主張任何系統皆處於不確定、不穩定與動態的環境中。教育組織為一

開放系統，自然無法脫離市場而獨活。再加上由政府主導的學校經營品

質逐年下降，有識之士將其歸咎於過度保護、缺乏競爭動能所致，遂採

用教育鬆綁、消除壟斷與私營化等方式將市場機制納入學校組織中，使

學校組織之運作注入新生命，也使學校與外在環境之牽連性加大。 

就科學理論之發展，本世紀以來之三大科學理論包括相對論、量子

理論與混沌理論皆對於牛頓物理學觀之線性觀點發出質疑的聲音，爾後

的研究將焦點置於失序、混淆、非線性的研究。影響所及，組織之理論

發展與思維皆開始從線性結構轉為非線性結構。 

就組織理論之發展，從一般系統理論、到開放理論，以及近年來受

到混沌理論所影響而提出之非線性動態系統理論，使得組織之內涵也產

生巨大的變化。組織在經營上的焦點從內部之管理轉向外部環境之瞭解

與分析。 

就後現代主義之發展，其所強調的不確定性、破除普遍守則、接納

局部聲音之觀點已深入現今之社會與組織中。後現代組織強調任何外在

變數皆可能造成組織的敗亡，故時時監控整體外在環境的變化並做出適

當的因應，為組織維持競爭力與生命力的不二法門。 

就市場機制導入學校組織方面，由於政府介入教育之合理性遭受到

質疑，更加上公立學校辦學成效普遍不彰，教師教學倦怠感偏高，教師

只圖溫飽不求上進，使得學校組織一直深受詬病。 

就知識經濟時代之來臨，其重視組織資訊蒐集能耐與知識管理能

耐，而且知識經濟是一個追求速度、績效的時代，整體大環境進入高競

爭狀態，揭示未來學校市場機制化的趨勢相當明顯，學校間將處於競爭

狀態，不及時回應環境與市場需求之學校組織勢必遭受市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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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動態環境之學校組織變革 

     

    由上節分析可知，現今的學校組織與其他組織一樣處於一個遽變、

動態的環境中，再加上人類知識的推陳出新及科學技術的不斷更新，現

今之學校組織正面臨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故必須調整其原有風貌，以因

應外在環境的需求。學校組織近年來為因應動態環境所進行的內部變革

可經由三大層面來討論。 

 

壹、從科層體制組織轉為創新型組織 

一直以來，教育組織由於深受 Weber「科層體制理論」（theory of  

bureaucracy）的影響，故認為學校為靜態的組織，其與外在環境之關連

性低。組織能否良好的運作完全視領導層級之控制與指揮是否得當。

Weber以法定權力（legal authority）來做為科層體制之基礎，以依法行事

做為組織運作之最高原則。他認為組織應制定嚴密詳明的法令規章，以

規定組織的架構、成員的權責與關係、以及業務執行的步驟。依 Weber

的想法，只要組織能一切依法行事，遵照以前的經驗來處理事情，則一

切就不會改變，組織之競爭優勢即可永久持有。他指出依法行事有三大

優點：1.人人依法行事，則不致發生人亡政息之事，組織因而具有穩定

性與永續性；2.依法行事就如同按圖索驥，可以節省時間精力；3.依法

行事可以達到標準化和公平化的理想（謝文全，1993）。 

然而，學校組織所包括的層面很廣，從教師、學生、家長、教育行

政當局等，其關係之複雜並無法以非人性化之科層管理體系所能概括。

再加上學校運作除了強調「十年樹木、百年樹人」之教育精神，也因應

配合時代變遷而改變，故科層體制之理念運作實已不符當前組織之需

求。再者，自 1970 年代中期開始，不少教育學者進行檢討，為何學校

之產出總是不能符合社會的期望。他們並且提出新的觀點來解釋學校產

出效率不佳的原因。他們指出學校並非如古典組織理論所說的呈現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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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而是鬆散結合。至此，開拓了教育組織之新見解，並點出學校組

織與一般組織所具有的獨特特性，這包括協調緩慢、成員獨立性高；目

標模糊等等（秦夢群，2004a；Weiner, 1978）。  

然而，在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遽變，創新是繫乎企業能否成功的關

鍵，而學校在面對企業界致力於創新經營之衝擊，實應有所警惕，以資

因應（吳清山，2005）。自經濟學家 Schumpeter 提出創新學說，即把經

濟成長與發展之創意解體軌跡，解讀成「創造性的毀滅和重生之歷程」，

認為領導者利用所有的資源，以創新的生產方式滿足市場的新需求，因

而啟動了創新革命，企業界莫不高度投入創新活動。Schwatz（2004）在

新書《無可避免的驚喜》（inevitable surprises）中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

斥著不確定的遽變世界中，而且遽變已成為常態。這相較於二十世紀的

泰勒主義（Talyorism），以如何提昇組織內部生產力的觀點完全不同。 

創新型組織是由組織內部各部門人員的配合、協調機制、組織結構

設計、企業文化種種的結合所打造出來。Cameron 和 Quinn（1999）在

競值架構（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所提出之權變文化（adhocracy）

組織，即屬於創新型組織之典型。面對高度變遷與快速進步的環境，組

織每天必須不斷進行修正與調適以因應環境變遷的需要，組織仿如隨時

處於備戰狀態。由於產品汰換期加快，因此，想要存活的組織必須具創

新性，勇於開發新產品，故組織在研發的費用與投入相當驚人。在管理

上，領導者要孕育企業家精神、創造力與活力，以在險境求生存的能力。

唯有不斷的研發與革新才能獲得新資源與利潤，因此領導過程也重視願

景、組織層級與紀律的建立。權變文化之英文 adhocracy 字根為拉丁文

ad hoc，是指一個臨時的、專業化的、動態的單位。許多人曾在類似的

單位服務過，一旦工作或目標完成則馬上解散。權變型組織也像是個臨

時的單位，其像個帳篷而非宮殿，故當新的環境產生，其能快速轉型。

權變型組織的目標在孕育組織適應性、彈性、創造性，以因應高度不確

定性、模糊性與資訊爆炸的時代。在權變組織中，組織績效取決於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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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外部支持、成長以及資源獲取的程度而定，相當依賴內在創發的構

想、直覺與靈感；組織之權力並非集中化，而是下放給工作團隊或個人，

鼓勵成員大膽冒險的精神。 

綜言之，創新型組織從組織文化與組織結構觀之，具有以下特徵： 

    一、組織文化層面 

    （一）容忍衝突：創新型組織具有良好的溝通氣氛，能接受良性的

衝突產生在組織中，使組織內部形成自由討論，激發創新的組織氣候。 

    （二）容忍風險：創新型組織擁有較高之風險承受度。 

    （三）接受不同的意見：組織型組織重視創意及構想的提出，並積

極鼓勵組織成員相信並願意提出自己的構想與大家一起討論。 

    （四）容忍失敗與含糊：因為創意的產生或新方法之研發並非一蹴

可及，故必須有更大的決心與接受挫敗的胸襟。 

    （五）重結果而非過程：創新型組織重視結果產出的氣氛，亦即「以

成敗論英雄」。而非重視行政過程的全面監督與執行。因為即使一項新

產品在研發之過程是如何計算精密、完美無瑕，但推銷到市面上卻乏人

問津，是無法對公司有任何貢獻的。 

    （六）開放系統的觀點：創新型組織秉持開放系統觀點，重視與外

界之接觸，並收集顧客的需求、分析市場導向，是無法事半功倍的為組

織獲得好的績效。 

二、組織結構層面 

（一）高度的部門溝通：創新型組織必須建立良好的部門溝通管

道，以獲得創新來源，並有利創新的產生。以創新型之企業為例，除了

必須創設 R＆D部門，更必須建立完善之部門溝通平台，來縮短創新產

品推出時間，增加上市成功之可能。尤其以彈性、靈活為依歸的 IC 設

計產業，為快速反應市場之變化，將不同領域之成員聚集在一起形成團

隊，營造良好的溝通環境，將有助於激發創新。 

（二）持續投入組織資源：組織必須投入寬裕的資源基礎，才能支

援研發、創新的完成。以學校課程之創新為例，學校必須投入充裕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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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組成課程研發小組，因應環境之需求與變化。 

（三）有機式組織：創新型組織為有機式組織，其必須隨時留意外

在環境的變化，不斷做充分之情境分析，以進行組織調適來滿足外界之

需求，才不致遭競爭者淘汰。改變太慢或反應遲純之組織將被拋在後

頭，唯有使組織保持彈性、靈活的有機式組織，才能生存。 

 

科層組織與創新組織是完全不一樣的組織型態，科層組織並不利於

組織創新，也已不符合動態之知識經濟社會。以下將科層組織與創新組

織做比較如表 2-4。 

 
表 2-4  科層組織與創新組織之比較 

層面 科層組織 創新組織 

組織目標 以經濟與效率為目標。 以創新和成長為目標，以符合市場之

需求。 

組織要求 存在許多的規矩與政策 非常重視組織成員對任務達成與促進

組織發展之承諾。 

層級劃分 組織之層級較多，為塔型組織。

控制層級及職權規定嚴格且清

楚。在組織中以主管為辦事之依

據。 

組織之層級較少，屬扁平組織。較鬆

的職權與控制；經由達成共識來完成

事情。 

專業分工 工作界定較狹隘，劃分成固定且

細小的單位。 

透過組織成員的互動來調整任務。 

授權幅度 賦予個人工作之職權較少，亦給

予較低之授權。 

責任感取代職權，組織成員對組織的

承諾超過其工作角色之範圍。 

溝通型態 以主管指示部屬的垂直溝通為

主。 

鼓勵各種溝通管理，不同職位與層級

間的溝通，類似諮詢而非命令。 

管理模式 由上而下之管理式，權威中心的

管理 

水平式的管理模式或專家中心影響的

管理模式；常以團隊合作、任務編制

與專案管理方法進行業務執行。 

資源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2-4 可知，創新組織之組織目標在於快速掌握市場的需求，並

調整組織以符合市場之需求；職權分散，強調授權與信任，故組織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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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與影響力的來源很多。跨部門的工作團隊、自動自發組織的群體以

及矩陣式的結構很普遍，工作與工作之間或功能與功能之間的重疊被認

為是產生創新綜效的來源。這個綜效來自於共同分擔責任，例如行銷部

門與研究發展部門，共同承擔新產品發展成敗的責任。這與科層組織中

注重僵固的專業分工行為、職權集中管理階層、理性的經濟決策模式，

以「最佳」之方式來進行例行性或重複性之任務方式完全不同。 

創新型組織避免上下層級的規則與政策，組織成員間強調水平關

係，與科層組織「老闆－員工」這樣的垂直關係成對比。科層體制中重

視管理者要嚴密的督導與控制員工，以確保員工的行為依循政策與規

則，此與創新型組織大相逕庭。 

吳清山（2005）從組織型態、組織結構、組織文化、人員思維、專

業發展、師生地位、變革態度與績效表現上都具有具有相當大的差異，

由於前者無法感受外在的挑戰，經常表現出一種較為封閉、僵化、保守

與消極的校園景象；而創新型學校充滿著活力與創意，所展現出的是開

放、彈性、革新與積極的校園氣象。兩者之比較可參見表 2-5。 
 
表 2-5  傳統型學校和創新型學校之比較 

層面 傳統型學校 創新型學校 
組織型態 封  閉 開  放 

組織結構 僵  化 彈  性 

組織文化 保  守 革  新 

人員思維 單  一 多  元 

專業發展 普  通 熱  絡 

師生地位 上  下 平  等 

變革態度 消  極 積  極 

績效表現 普  通 卓  越 

資源來源：引自學校行政研究（p.5），吳清山，2005，台北：高等教育。 

    賴士葆等人（2005）歸納出科層組織與創新型組織之最基本差異在

於對「人」的觀點。科層組織中把部屬當成簡單的投入資源，必須好好

管理才能達成短期的組織效率，因此對部屬的行為有許多的限制；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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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組織則將組織成員視為創新的寶藏，強調組織應該善加運用每位成員

的才能，而非無謂地限制部屬之行為。 

另就權力之使用而言，古典組織與創新型組織亦完全不同。傳統之

領導取向以交易領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為主，領導者所行使之權

力以法職權、強制權、獎賞為主，領導者透過權威、資源控制、及獎懲

制度，命令部屬接受指揮，以維持組織之正常運作。但在知識經濟時代，

領導取向以轉型領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與專家領導

（professional leadership）為主，由於智慧資本受到重視，使得「法職權」

被「專家權」（expert power）所取代；因掌控資訊之數量與品質，決定

組織之創新體系，因此「獎賞權」被「資訊權」(informational power)所

取代；而組織成員間之認同與友誼，以及個人特質，決定組織溝通之順

暢程度，因此「強制權」亦被「參照權」(referent power)所取代。 

若要創建一個開放的創新組織氣候則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任務指派的明確、不衝突：工作任務指派的不確定性與組織的

創新度成負相關，主要原因在於當每個之職責與角色都無法界定清楚，

當工作遭遇到困難需要協助時，往往不知該向誰協助，或是無法判定自

己的工作成果是否應當告知哪些單位或人員，以協助他們做相關的決

策。 

二、開放與信任：處於組織之人員之間能經常開放溝通與討論，並

能彼此互相信任與尊重，將能使得創新工作之推展減少許多誤解與衝

突，對組織的創新度有相當正面的影響。 

三、角色的彈性：創新之組織重視組織人員之多重角色扮演，在創

新的不同階段，分別扮演創意產生者、發明者與創意推銷者等角色，角

色彈性與創意度有正向之關係，由於彈性之角色使專案團隊能夠快速適

應動態環境，只要環境需要不同的角色，專業人員就能適切的轉換角色

以符合環境需求。 

四、管理者的支持：只有當管理者支持創新活動，而且願意承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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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損失的責任之下，員工才能無後顧之憂的進行創新工作。 

五、頻繁的溝通：創新之組織重視藉由頻繁的溝通與互動，使主要

的創意或技術資訊流通在各部門間，並使不同部門之員工清楚認同組織

之目標。 

 

張明輝（2003）則指出學校創新的內涵，包括教師創意教學策略、

學生創意活動展能、校園規劃及校園美化、創新社會資源運用、建構知

識管理系統及學校行校行政管理創新等。是以學校創新經營有賴學校經

營者主導激勵，鼓勵同仁提出創意，並共同學習新的工作方法與技巧。 

吳清山（2005）認為採取創新經營是大勢所趨，而創新之學校，從

觀念、行政、教學、課程、學習及環境等面向進行思考，具體而言，可

包括下列八項： 

一、觀念創新：如學校人員價值、思考方式及意識型態之改變。 

二、技術創新：如教學、評量、工作方式及資源運用等改變。 

三、產品創新：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教師著作及課程設計等產

品出現。 

四、服務創新：如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及家長服務等改變。 

五、流程創新：如教務、學生事務、總務、輔導、人事、會計業務

處理程序，以及開會流程等改變。 

六、活動創新：如開學典禮、畢業典禮、校慶、運動會、體育表演

會、開學日、家長日、節慶、教學觀摩會、戶外教學活動、城鄉交流活

動、畢業旅行、教師進修活動、教師自強活動及家長參與活動等突破。 

七、環境創新：如建築物造型的美化與改變、室內設備擺設的調整、

環境空間的重新規劃，以及教學場所與運動場所的佈置等。 

八、特色創新：如發展學校特色，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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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封閉系統到開放系統 

教育行政組織理論之發展可分為三大時期，分別為科學實證時期、

行為科學時期、系統途徑時期（謝文全，1993，2003）。前二個時期之理

論假設並未顧及行政組織外在環境的變化對組織所造成的影響。系統理

論的崛起，即為了修補前面兩個時期之不足處。概言之，系統途徑時期

最重要的貢獻即是將開放系統的概念發展起來。在科學實證時期與行為

科學時期，組織被視為是一個封閉系統，即視環境為理所當然，環境是

穩定而可預測的，且不會干擾運作。 

    檢視而言，教育組織為一開放系統已是無庸置疑，其變革動力來源

亦相當多元。外在之變革動力包括新價值觀之引進、科技之快速發展、

人口結構之變化。內部變革來源則包括內部人員生態的改變、價值觀的

歧異及期望的落差所引起之失衡、課程內容之更新、教學方法之精進、

家長觀念之改變等等。Daft 和 Steers（1986）運用組織動態學的觀念提

出動態情境模式（model of  organizational dynamics），強調動態中構成組

織之要素。根據他們的分析，構成組織之基本單元至少有以下六項（引

自王如哲，1998）： 

    一、個人與團體（individuals and groups）：組成組織的人員擁有個別

之能力、技能及動機，而每位組織成員的知覺、學習能力與動機都有所

差異，故如何評鑑與獎勵組織成員，以確保其公平性並維持良好行為表

現是相當重要的。組織之基本構成要素即是工作團隊，所包括的問題諸

如團體凝聚力、團體規範、地位系統、以及角色過程。工作團隊特徵會

影響個別之成員，而且個人也會影響團隊之整體工作表現。故個人與團

隊代表著成功組織的決定性構成要素。 

    二、任務與科技（tasks and technology）：任務指的是個別成員之工

作範疇。科技代表整體的知識基礎、技能及組織所使用的儀器設備。實

現任務以及應用科技的方式，對於組織功能運作具明顯影響。工作設計

不僅明顯影響整體的效能與效率，而且也會影響個人的工作態度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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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三、組織設計（organizational design）：組織設計的主要關鍵在於管

理人員如何將組織的構成單元結合起來，以便有效協調成員的行為與技

術需求，並促進組織成效。 

    四、管理（management）：即建構組織的基本單元，它負責指導與

協調組織的其他部分。管理藉著設定目標及策略來提供組織明確的運作

方向。管理協助解釋外部的環境，以及監控組織是否有效運作。管理負

責人員的晉用，並且關注他們的工作動機及滿足。管理也負責部門之間

的協調與組織的設計，以及衝突的化解。管理人員負責促使組織能夠有

系統地正常運作。 

    五、組織的程序（organizational processes）：組織程序為促使整體組

織運作順暢的潤滑劑，包括領導、決策、衝突、溝通、控制、革新等等

過程。組織程序使組織具有生命，並決定組織運作的方式。 

    六、外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組織是處在一個複雜多變的

環境中運作著。故組織為一個系統，而且必須獲得來自環境的資源，以

及對環境提供輸出。在致力於達成目標時，組織必須對外在環境的需求

作出及時的回應與調適。 

Daft 與 Steers 的理論採取開放系統的觀點。由開放理論觀點觀之，

學校之創新經營壓力來自其所處的環境。而學校與外界溝通的質與量影

響了組織的創新能力，主要原因在於學校因與外界間知識流動而帶來創

意。因此，學校組織之內部人員（包括行政人員與教師）若能跨越組織

疆界，以及專業人員可以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溝通網路與他人接觸，則

打造出成功的開放型學校將不再是空談。 

現今企業界流行的一句話：「不創新，就滅亡」（innovate, or die）。組

織在面對不確定性高的外在環境，必須能夠增進本身之彈性營運能力。

故組織必須不斷地隨時調整自己，大型的組織則必須找出能夠像小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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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彈性組織的運作方式，如製造性之商業組織需尋找新的電腦整合製造

科技，服務性的組織則需尋找新的資訊科技。綜言之，現今之組織必須

能夠在對於創新與改變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在日益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

來。 

Daft指出外部環境有無數的因素可驅使組織產生創新行為，較有影

響力之因素通常與下列因素：高科技之發展、國際經濟整合、國內市場

成熟、共產區域轉變成資本主義（如圖 2-2所示）。這些因素對任何組織

都會造成某種程度的衝擊，但同時帶來許多機會與威脅，未來二十一世

紀之組織遭受的衝擊將更大（李再長譯，1999）。 

 

參、重視環境與市場需求並快速回應 

現今之組織處於高度激盪的環境（turbulent field），其不僅止是存在

動態性與不確定性，更嚴格來說組織是時時刻刻處於深具威脅性的環

境。由於環境的複雜與難以預測，以及事物的瞬息萬變，在內、外因素

的錯綜連結之下，不僅是組織與環境間相互依賴性漸漸加深，更由於互

動與互賴頻率與深度的增加，而導致組織中無法預測的部分相對增加。

組織及其成員唯對於環境的挑戰與威脅作快速的回應，才能避免失敗或

崩潰的危機（黃新福，1992）。 

Pfeffer和 Salancick（1978）以資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的觀

點為基礎，指出當在面臨資源交換與外部競爭環境高度不確定時，組織

傾向與外部競爭環境中重要生產要素進行連結。在外部的連結上，Pfeffer

和 Salancick認為組織管理措施是受到內部與外部人員的影響。內部人員

主要是指一些擁有特定職位、握有關鍵資源者；外部人員則指那些擁有

控制公司財源或人事控制權者，兩者皆能迫使組織採取某一特定策略來

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Oliver（1990）直指資源依賴觀點最大的優勢即

在能策略性或主動地回應外部所存在的威脅，其所提出之技術策略聯盟

更為學界與業界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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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組織創新之驅動力量 

資料來源：引自組織理論與管理（p.302），李再長譯，1999，台北：華泰文化。 

 

Winograd和 Flores（1986）認為耗散結構中崩潰之狀態對人類認知

發展的重要性。一個崩潰勢必造成組織成員將注意力轉移至社會性互動

的對話，進而幫助所有個體創造出新的觀點，上述此種個人持續質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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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既定假設的過程可以促進組織創新。換言之，組織環境的波動

會帶動組織內部的瓦解，進而創造新知。 

Ansoff（1991）分析近百年來企業管理策略的轉變，並運用環境激

盪評分表分別對 1000名管理者作調查，要其對 1980至 1990 年間其面臨

之環境予以診斷與預測，並列出評分程度。研究結果發現大約 80％的管

理者預期未來的組織將會出現在 4分或更高之部分，顯示未來組織所面

臨的環境是如此激盪。Ansoff 的研究量表中將環境中的變動性

（changeability）及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抽出，作為主要的測量變數。

其中，變動性又可區分為複雜性（指組織所面臨環境的複雜程度）與新

奇性（指組織對所發生事件的熟悉程度）。可預測性又可區分為變遷速

度（指環境變遷的速度）與可預測程度（指在可供運用的決策時間內，

對未來情況的預測程度）。根據這些變數間的差異程度予以評量，來評

定出組織環境的激盪程度。 

 

表 2-6  Ansoff之環境激盪評分表 

複雜度 國內 

經濟 

  區域性

技術 

  全球性的變

動

性 事件的

熟悉度 

相當 

熟悉 

 熟悉  偶發但

屬熟悉 

 偶發但卻

是新奇的

變遷的

速度 

比回應

速度慢 

  仍來得

及回應 

  比回應速

度快 

可

預

測

性 

可預測

程度 

一再地

發生 

 可預測

的 

尚可預

測的 

部分可

預測的 

 無法預測

的 

 激盪程度 
               1           2           3            4             5 

資料來源：From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H. I. Ansoff, 1991, Review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2(1), p.15. 

 

從表 2-6中可看出，在評量表上程度為 1者表示組織可凝聚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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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於固有的市場上、挑戰是過去經驗的重演、變遷的速度比組織的回應

能力還慢、可依據過去來推知未來。而此種情況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並

不常見，主要是因為以目前的發展情況，不講求策略創新的組織是很難

生存的。當激盪程度增強時，環境則變得更複雜、環境中的事件也變得

更為陌生、變遷的速度遠超過組織的回應、且很難在有效的時間內去預

測未來。現今組織之外在環境日趨複雜，其不可預測性及變動性已達 4

或 5之程度，再加上一些突發情況的發生，使得前瞻性的計畫已不足以

對未來環境的動態性做出適時回應。故講求彈性、快速的管理型態如意

外管理（surprise management）或危機管理（crisis management）如今深

受組織之重視。 

Prahalad和 Oosterveld（1999）亦指出當前之企業組織面臨市場之急

遽變革（abrupt change）。首先，在法規鬆綁以及產業融合之下，原存於

通訊、電腦、以及消費性電子之間的界線逐漸消失。個人電腦搖身一變

變成產業之間的中介物。而投資、個險、以及銀行等產業亦發生類似的

現象。故昔日之競爭經營模式，已不再適用於新的產業。再加上產品與

服務之生命週期愈來愈短，幾乎接近零生命週期（zero cycle）；產品與

服務在市場變遷快速的情形下，一旦無法跟上消費者之需求，很快就會

被淘汰。故組織必須建立快速因應的供應基礎、全球運籌管理以及彈性

製造系統，才能維持競爭優勢。 

近年來，有關於如何快速回應環境變化的研究如雨後春筍，其中不

乏以混沌理論為基礎，來提出組織進行危機管理或是面對環境變遷時應

有的策略。邱淑玲（1997）運用混沌理論來分析政府組織管理，研究結

果指出由於環境變動快速與複雜性不斷增加的挑戰，組織必須改變過去

對於均衡、穩定與秩序的假定，建立新的思想傾向；確認組織行為本質

上的不可預測性與隱藏的形態，以及組織內衝突與矛盾非線性特質的存

在是正常且必要的；運用不穩定正面效用，從政治的互動與團體的學

習，促進新的管理與組織創造力，從而發展出能因應變遷與複雜性的新

管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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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邦（2000）檢視學校組織發現其的確具有非均衡組織系統的特

性，其內部也存在著混沌的現象。他並進一步指出混沌系統的特性有：

1.系統演化的複雜性：包含了「隱藏著混亂的起源」以及「不同尺度之間

的結構不變」兩個特徵，係指組織的演化方向是從簡單到複雜，組織各部

門的分工及其所扮演的功能角色隨著時間發展而愈精細。雖然組織是日趨

複雜的，我們卻可由各部門看出組織之整體特性。2.系統內人事物關係的

非線性：包含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以及「奇特吸引子的存在」兩個特

徵，因為此特性的存在，使我們無法對系統的演化做無限度的預測，但是

可透過奇特吸引子的掌握，做短期的預測。3.系統的自我組織性：包含了

「耗散結構」及「回饋機制」兩個特徵，具有此特性，系統才能對外部環

境的改變做出最佳的適應，使系統永續發展。 

    陳木金（1996，1999，2000，2002）在其一系列對混沌理論與學校

組織之研究也指出學校必須對於細微之變化進行瞭解，才能因應整體環

境之變化，讓組織立於不敗之地。由此可見，未來學校組織必須具有應

付環境變遷的能耐，才能在競爭中求生存，並不斷進步。 

   

本節小結 

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知識掛帥的知識經濟體系。知識取代勞力、土

地、資本，變成最重要的競爭利器。知識將影響組織成功契機之掌握、

回應速度、商品上市時間等最重要的優勢所在。例如：學校是否能及時

開設市場所需要的課程，吸引學生，增加收入都會影響學校之競爭力。

而組織知識管理之績效最直接影響了組織績效之高低，最顯著的層面包

括組織創新能力、掌握商機能力、快速反應環境變動的能力、內外部協

調能力、內部流程之速度等等。而這些皆為動態的知識經濟環境最重要

的適應能力。 

再者，一個保守、僵化的科層體制結構已無法滿足當前環境的需

要。科層體制與變革之環境調應情形呈負相關，主要問題包括：1.工作

過度被細分，造成效率緩慢；2.個人職權過於狹隘，無法立即反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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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3.資訊與溝通管道狹隘，阻礙意見交流與知識分享；4.只能對管

理階層唯命是從，無機會表達自己意見；5.組織過於強調政策、規則及

層級的結構化。由於這些問題會阻礙組織之創新發展，故已不適用於二

十一世紀的組織管理。 

創新對於競爭力之提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其對於任何組織而言

皆為重要議題。就學校組織而言，近十年來不但面臨教育改革之浪潮，

也深受新世紀管理思維的洗禮。在不斷的衝擊中學校必須不斷進行蛻變

與創新，才能因應相繼而來的挑戰。由此可知，創新的智慧不但是企業

組織在險峻環境中生存的關鍵，亦是學校組織提昇教育品質、滿意社會

需求的重要途徑。學校組織創新之層面相當廣泛，舉凡行政、課程、教

學、設備、環境等等都是創新經營活動的重點。因此，學校創新可以發

生在學校環境周遭的每一個角落。然而，創新並不是靈機一動或是一個

新點子就行，而是應以相關之理論為基礎，進而投入經營，才能迸發新

的經營火花，達成具體成效。 

    雖然學校組織之目標與商業組織在某些層面上並不相同，其也並非

追求高成長與高利潤。但環顧當前國內外之環境變遷，若教育組織持續

地以提供義務教育之名而不進行改革，總有一天必勢必淪為邊緣組織。

Davis和 Meyer（1999）指出社會由農業演進到工業後，負責教育的機構

便由教會演進至政府。如今由工業社會邁入知識經濟社會，歷史的改變

即將重演。因為現今之教育體系是發展於舊工業時代，故整個教育系統

事實上已面臨生命週期的冬季。由政府主事導的教育體系，效率不彰、

問題不斷，故擘畫教育系統的重大責任即將再度易手。他們並認為未來

之教育主管機構將是企業界。未來的教育組織若不與企業結合，其就無

法提昇其教育價值，更遑論其競爭力。舉例而言，在農業時代，人民受

教育的時期為七歲至十四歲。在工業時代，只要你願意，學習的時間可

以很長，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畢業。而今邁入科技時代，變化的速度已

超乎想像，教育組織之教育內容明顯跟不上時代。以工學院的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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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其生命週期還未滿四年，換言之，在大一時於理工學院學得的知

識，到畢業時大半已宣告過時。教育組織必須認清一個追求速度與效率

的時代已經來臨。再者，以學生身分接受教育的制度，也極可能處於極

度成熟、逐漸式微的領域，如今較為符合消費者需求屬在職教育；當前

許多的企業組織建立起自己一套的教育訓練系統，整個市場正急速成長

中。由此觀之，教育組織如今所處的位置是如此的險峻，若再不進行內

部與外部資源之整合，找到自我定位與利基（niche），實難以在知識社

會中維持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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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態能耐觀點及其相關研究 

     

從前二節之探討可知，組織經營之外部環境不斷變遷，科技與通訊

技術更是一日千里。為適應新環境以及提升組織效率與競爭優勢，組織

必須持續各項管理改革。學校組織之特性已然由靜態轉為動態、由封閉

系統轉變為開放系統、由科層體制型組織轉變為創新型組織，故未來的

學校組織必須是一個能夠快速掌握外部環境的變化，並將市場訊息及時

回饋於組織內部管理系統，經由協調、整合、重組、轉換等策略，提出

對策、回應市場。在新興管理風潮中，有許多重要的新興管理策略的提

出，例如全面品質管理、組織流程再造、五力分析法、學習型組織、組

織精簡、平衡計分卡及知識管理等。每項管理理論皆提出了非常紮實的

理論基礎與案例之統計驗證，近年來不少之管理策略運用在教育組織之

研究蔚為風潮。再加上近年來社會大眾希望學校組織能像生產性組織或

企業組織一樣，以組織目標達成情形與運作效率來評鑑學校之優劣

（Coleman, 1995）。因此，學校組織之經營者（尤其是私立學校）本身

不斷地進行各種領導變革，希望能藉此改善學校運作之效率與競爭優

勢，提升績效以獲得社會之認可。 

檢視之，各理論雖然對於組織之內部變革與經營提供了良策，卻忽

略了環境因素對於組織之影響程度。組織在創新與變革後，是否與外在

環境產生更為緊密的結合？其變革是否符合了市場的需要？皆為組織

在運作過程中相當重要的課題。這也是為何本研究以動態能耐架構為研

究軸心的原因。組織如何適應急遽變化、日新月異的知識經濟社會，組

織應如何建立與保有其本身之競爭優勢，而組織又應如何提升本身之動

態能耐，為策略管理領域一直以來研究之興趣所在。本節說明近年來該

領域之學者 Teece、Pisano和 Shuen將過去資源基礎理論進行修正而一起

提出之動態能耐架構，該架構著重於思考組織如何一邊發展內部核心能

力，並同時回應外在環境之需求。該理論觀點為本研究之主軸，希望藉

由動態能耐之分析來瞭解學校組織在面對激盪動態的外在環境時，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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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經營策略以維持競爭優勢，在愈趨競爭之教育市場中維持其地位。 

 

壹、動態能耐觀點之理論基礎 

動態能耐架構為策略管理領域之重要新興觀點。其研究焦點偏重組

織如何在快速變遷之環境中力爭上游，成功進行環境感應與資源整合，

並維持其競爭優勢。有關於組織競爭優勢建立與組織資源取得的相關理

論，包括 Andrews所提出的 SWOT分析、Porter所提出的競爭優勢觀點、

Barney等人所提出的資源基礎觀點以及 Prahalad所提出的核心資源觀點

皆對動態能耐架構之提出有一定的影響（Teece et al., 1997, 2000, 2004；

余雅文，2003）。以下敘述這些理論觀點，以瞭解動態能耐架構發展之

全貌。 

 

一、SWOT分析 

Andrews（1971）在《企業策略之概念》（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一書提出 SWOT 策略分析架構後，帶動整個策略研究領域的

蓬勃發展。Andrews定義策略為組織評估本身的資源優勢（strength）與

弱勢（weakness），與衡量外界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

後，提出最佳行動方案以達成組織之目標。 

由圖 2-3可知，SWOT模式強調組織先從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進行

分析，在外部環境中須先瞭解所存在的機會與威脅；而在組織內部則需

要清楚地評估及瞭解本身能力的優勢與弱勢，優勢要充分利用以發揮攻

擊力量，而弱勢要盡量避免自曝其短或介入非專業的領域以免遭受挫

敗。組織必須依此四點來規劃自己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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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圖 2-3  組織 SWOT分析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Wright、Krall和 Parnell指出 SWOT分析架構可以分析並確認組織的

定位，以利用環境中之有利優勢，並面對迎面而來之威脅。其可以強化

組織之優勢，並緩和劣勢之影響。他們將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之可能

來源進行分析如表 2-7。 

表 2-7中列出企業組織外部環境所存在的機會與威脅可能性，它包

括人力資源（組織所有員工的經驗、能力、知識、技能和判斷力）、組

織資源（公司的制度與方法，包括其策略、結構、財務基礎、研發、行

銷方法、資源系統、控制系統等）及實體資源（包括廠房和設備、地理

位置、原料取得、技術等）。若三種資源可以良好地結合，將可提供組

織一個持久性的競爭優勢（蔡碧鳳譯，1998）。 

 

 

 

 

 

外部環境分析 
 

整體環境 
產業趨勢 
競爭壓力 
顧客需求 
科技變遷 

內部環境分析 
 

組織結構 
部門作業能力 
作業流程 
重要資源 
組織文化 
技術與知識 

威脅 
機會 

機會 
威脅 

組織決策 

 
組織目標 
組織策略 
組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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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企業組織外部環境之 SWOT分析 
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的可能來源 

經濟力量 

產業力量 

政治－法律力量 社會力量 科技力量 

組織可能的優勢 

原料之取得 配銷 管理 採購 

廣告 規模經濟 製造與作業 品質控制 

董事會 環境檢視 市場占有率 研發 

品牌名稱 財務資源 組織架構 銷售 

通路管理 預測 實體設施設備產

品/服務的差異

化 

策略控制 

公司聲譽 政府干預 產品/服務的品

質 

策略制定 

控制系統 人力資源 宣傳 策略執行 

成本 勞工關係 -- 科技 

顧客忠誠度 領導 公關 存貨管理 

決策的制度 區位 -- -- 

資料來源：引自策略管理（p.56），蔡碧鳳譯，1998，台北：台灣西書出版社。 

 

    由以上分析可知，組織之經營管理必須從組織外部環境與組織內部

環境兩大部分來著手。在組織外部環境的分析方面包括整體大環境、產

業環境、競爭來源、科技變遷、顧客需求等，在組織內部也必須時時瞭

解組織結構、作業流程（管理能力）、內部資源、技術與知識的實際狀

況，才能讓組織掌握正確的經營策略，維持競爭力。 

 

二、競爭優勢理論 

競爭優勢觀點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Porter 在 1985 年所提出，至今

仍為管理領域之顯學。Porter（1985）在其所著之《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一書中提出企業組織之五大競爭策略，亦即最有名的「五力」

（Five Forces）模型（圖 2-4），該模型根據產業經濟中一些十分成功的

研究所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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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五力分析模型 

資料來源：From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p.4), by M. E. 
Porter, 1980, New York, NY: Free Press. 

 

依 Porter的觀點，一個組織必須面對與現有同業的劇烈競爭、新加

入業者的競爭、替代產品或服務所帶來的威脅程度、掌握供應商與客戶

的議價能力、以及顧客對成本與價值的判斷等五大影響競爭力的因素。 

然而，政治、經濟、社會、技術（PEST）等領域的改變，會發生

在五力之前先出現。換言之，環境之變動，終究會牽動五力模型中之變

數，最終將影響組織，最重要的是組織內部是否能夠在被影響前即能夠

掌握變數的重大徵兆。以幼托機構為例，當出生率發生變動時，並不會

馬上對幼托機構造成直接影響，不過幾年後終將使幼教需求增加或減

少。越早能掌握這些徵兆，可使幼托組織對未來之走向更有判斷力與預

測力。由此可知，Porter 的觀點較為重視組織內部經營管理的能力，對

於外部環境之變遷較為忽略。而事實上，許多產業皆須面對景氣循環，

在景氣低潮時組織之經營管理績效高低立判，而內部經營管理與這五力

息息相關。 

Porter 進一步指出企業必須透過生產力效率與規模經濟、產品價格

差異化、資本控管與設定進入者的障礙等競爭優勢，藉此改變、創新、

升級和整合的經濟效益。最主要的五力模型讓組織能夠瞭解本身產業之

特性與競爭程度，使管理階層能制定出合適之策略。基本而言，競爭策

供應商議價

能力 

同業同行之

競爭者 

新加入者的

威脅 

替代性產品

或勞務 

消費者議價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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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有三（參見圖 2-5）： 

    （一）成本領導策略（cost leadership）：亦即組織是以低成本的生產

者為導向，強調嚴格的成本控制、持續追求降低成本來提昇競爭力。一

旦成本無法低於其他競爭者，則將被淘汰。 

    （二）差異化策略（differentiation）：亦即組織以行銷能力與研究發

展能力為競爭優勢，強調組織商品除了能讓消費者感到有特殊之處外，

並使他們願意付較多錢購買。 

（三）集中策略（focus）：指組織並非著重產業中所有或大部分的

區隔，而是某個或某些區隔，它們能夠接受公司獨特之產品。從整體產

業的角度觀之，此類組織在產業中較不具競爭優勢。 

 

 

 

 

 

 

 

 

 

 

 

 

 

圖 2-5  M. Porter之競爭優勢理論架構圖 
資料來源：From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 integrated approach (p.127), by C. W. Hill & G. R. 

Jones, 2001,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ill和 Jones（2001）以 Porter之競爭優勢理論為基礎，指出除了採

取低成本、差異化、集中化的原則外，效率（efficiency）、品質（quality）、

優良 
品質 

優良 
效率  

優良顧 
客回應 

競爭優勢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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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 

優良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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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innovation）與客戶回應（customer responsiveness）為組成競爭優

勢之四大重要要素。四大要素彼此緊密相依，形成強勢之組織競爭力，

才能使競爭策略效果加倍。首先，效率部分講求組織成員之辦事能力，

包括生產力。速度有助於成本之下降。品質則有賴於領導階層的堅持，

且品質為大部分消費者願意掏腰包的重要原因，故必須保持此方面之優

良形象。創新則強調組織本身的獨特性（uniqueness），也即其他組織所

不具有的部分，故當消費者想要購買相關之產品，必須向某特定組織購

買。是以組織若能不斷推陳出新，則較有機會成為賣方市場；客戶反應

則可幫助組織瞭解本身之產品或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滿足顧客的需

求。若顧客對於組織之產品給予較高的評價，自然而然會再度進行消

費。是以聰明的領導者相當重視市場對產品的聲音，並採取相關策略以

因應。忽略市場需求的回應將使組織面臨失敗的危機。 

Porter 之優勢競爭理論清楚指出組織贏得市場先機的策略與方法，

包括產品市場區隔化以及建立進入者障礙。然而對於組織內部之資源

（resources）與能耐（capabilities）之建立過程卻未清楚交代。Nonaka

和 Takeuchi（1995）即批判傳統以 Porter 為主的策略科學知識觀點，容

易忽略一些隱性知識，如價值、經驗等無法量化的個人因素，都會被排

除在企業規劃與企業資源的配置之外。而這些則是組織生存的重要利

器。由於該理論過於強調外部之競爭，加上產生於 1980 年代，在當時

之教育環境尚未開放，故其理論亦未受到教育領域之重視。近年也僅有

楊福清（2000）以該理論探討私立專科院校如何維持其競爭優勢。 

 

三、資源基礎觀點 

    Porter 之競爭優勢是以打擊外部環境競爭來源為核心觀念，他認為

只要建立進入障礙，組織便能享有愈持久的競爭優勢。而資源基礎理論

則是以提昇企業內部資源為核心，其認為組織之所以可以立足於市場，

主要是仰賴組織所擁有的價值、與對手的差異性，以及具有對手不易獲

得、不易移轉與模仿的優勢資源（Barney, 1991, 1997; Grant, 1991）。Pen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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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即認為企業為一堆資源的組合，不同企業組織由於資源的不同

運用所產生異質性，塑造了每一企業的獨特性。到了 1980 年代中期一

些學者紛紛提出組織係由不同資源、能力以及財產所組成，故認為組織

之獨特能力、資產及特殊的技能是決定一家公司績效的基本要素

（Rumelt, 1984; Wernerfelt, 1984），他們認為產業內部的利潤差異比產業

間的利潤差異來得顯著，故認為組織獨特資源要素的重要性相對於產業

效果來重要。爾後在 1980 年代末陸續有學者提出組織本身之學習能力

及管理能力才是決定組織競爭優勢與成長之關鍵，因而出現學習型組織

（Senge, 1990）及企業再造（Hammer & Champy, 1993）等觀點。Rumelt、

Barney等學者綜合上述的觀點，進一步整合提出資源基礎觀點。 

    資源基礎觀點並未具有一個整合性之理論架構，也不是由一位學者

提出。1959 年 Penrose經由經濟理論的推演，提出組織不均衡成長理論，

指出組織為發揮經濟效率而產生規模上的擴張，以提高市占率的說法，

經Wernerfelt的依循，首先提出「資源基礎觀點」一詞（Wernerfelt, 1984）。

隨後經由 Barney的激發而引起學者們之關注並加入研究。 

 

    （一）資源之意涵 

資源基礎觀點從資源（resource）的觀點探討組織間障礙的形成與作

用，並試著解釋組織行為的策略內涵。Wernerfelt（1984）將資源定義為

造就組織強勢與弱勢的任何事物。Barney（1991）則將組織資源定義為

是由組織所控制，能用來構想或實現策略以改進其效率與效能的任何資

產、能力、組織程序、公司特性、資訊以及知識…等等。資源基礎觀點

將傳統競爭策略的重點從外部的策略機會轉移到組織內部所特有的有

形與無形資源條件上。與傳統經濟學觀點不同的是，後者通常都將採行

策略行動所需的所有資源假設為可由要素市場（factor market）上迅速取

得的同質性要素（fungible factor），而資源基礎觀點則認為有許多的資源

必須仰賴組織過去的歷史逐漸累積形成（劉士豪，1994）。 

Barney（1991）將組織特有資源分為以下三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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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體資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s）：包括組織所擁有的實體技

術、工廠設備、地理位置以及原物料的取得等。 

2.人力資源（human capital resources）：包括管理階層與組織人員之

訓練、經驗、判斷、智慧、關係以及洞察力等。 

3.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sources）：包括組織的正式職權

系統、正式與非正式規劃程序與管理程序、控制與協調系統以及組織內

外的非正式關係與團體等。 

    Collis（1991）則認為組織特有資產可分為以下三大類： 

    1.核心技能（core competence）：指一組具差異化的技術技能、不可

替代的資產（substitute assets）以及組織的程序與能力。 

    2.組織能耐（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組織能不斷地作自我改進與

提升效率與效能的能力。 

    3.行政經驗傳承（administration heritage）：指組織在策略選擇上的限

制，包括文化上與實體上的傳承。 

 

由此可知，資源包含組織所擁有的有價值之資產，這包括有形資源

如設備、土地、資金及教學大樓等；以及無形資源如技術、專利、校譽

等。故資源本身為組織競爭優勢之重要來源。 

 

（二）資源之特性 

資源比起能耐較易被模仿，但企業透可以透過緩衝機制（isolating 

mechanism）的設計，來使其資源不易被競爭者模仿（林建煌，2003, 

p.195）。這些緩衝機制包括：1.與在實質上具有獨特性的資源互相連結：

例如零售商店的獨特開店地點。2.建立路徑依賴的資源：路徑依賴的資

源，是指不能在短時間內取得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取得必須經由一定的

途徑，且經長時間才能取得。3.加強因果的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

指競爭者很難理解產生競爭優勢的背後原因，如隱性知識、專利、無形



 
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指標建構與實證之研究 

 74

資產。4.持續投入研發來捍衛資源優勢：大量的資本投資來造成嚇阻，

此即經濟的阻礙（economic deterrence）。 

Feeny和 Ives（1990）認為競爭對手間在資源與能耐累積上的不對稱

（asymmetry）正是組織競爭優勢的潛在來源。這些資源除了有形的實體

資產如機器設備與土地之外，更重要的是一些無形資產例如商譽與經營

管理能力等。其中有許多資源乃是該組織所特有具有不可逆轉性

（irreversible）與異質性（heterogeneous）的資產，這些資產是其他組織

或競爭對手很難取得或替代的。 

Barney（1991）指出，組織特有資源應具有以下四項特性：（一）價

值性（valuable）：指資源是實踐某些加值策略性行動所必要的資源投入。

舉例而言，某些組織相當重視員工忠誠度（特有資源），因而在不景氣

時可以接受集體減薪來避免公司倒閉（加值策略）。故忠誠的組織成員

可以被認定為具有價值性。（二）稀少性（rare）：指資源在要素市場上

相當稀少，競爭者無法或不易以合理價值格取得。（三）不可模仿性

（imperfectly imitable）：指資源很難自行創造或是需要長期的資源投入。

（四）不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指資源無法找到不具稀少性與容易

模仿的替代資源。 

林建煌（2003）亦指出要能夠獲致競爭優勢的資源與能耐，必須具

有以下四項基本前提（表 2-8）。第一，資源與能耐必須能夠創造顧客價

值，也就是資源與能耐必須具有價值性；第二，資源與能耐應該具有獨

特性，因此不可輕易被替代。第三，資源與能耐不應很容易被競爭者抄

襲或模仿。愈是容易被模仿之資源與能耐，則價值性愈低，時間愈短暫。

第四、資源與能耐應該是稀少的、珍貴的，而不是隨處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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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資源特性對於競爭之涵義 
價值性 稀少性 難以模仿性 不可替代性 競爭涵義 

無 － － － 競爭劣勢 

有 無 － － 競爭對等 

有 有 無 － 暫時具競爭優勢 

有 有 有 無 競爭對等 

有 有 有 有 持續具競爭優勢 

資料來源：引自策略管理（p.202），林建煌，2003，台北：揚智。 

 

綜上所述可知，資源基礎觀點認為由於每個組織其資源條件不同，

因而擁有或控制不同的特有資產，所以每個組織都是獨特、與眾不同的

個體。以教育組織為例，就算其面對完全相同的外在環境，也會各自發

展出不同的策略行動。而在採取某項策略行動所需的資源組合上，除非

組織本身的資源條件能夠提供對手不易取得的特有資源，否則貿然去模

仿對手的行動是危險而不經濟的。 

 

四、核心能力觀點 

    由於資源被認為是組織競爭優勢之來源，一些學者於是致力於組織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之研究，以瞭解不同組織或產業之間其需

具有的共通與異質之核心能力為何。在 1980 年代，一位高階主管的能

力是以是否能夠重新架構和減少組織內部紊亂等層面來進行評價。但是

在 1990 年代以後，則是將被評價為他們在辨別、培養和開發核心競爭

力的能力。故一個高階主管之核心競爭力在於如何協調和整合產品設計

和生產所需的多重科技的共同知識。Prahalad 和 Hamel（1990）認為組

織在面對全球競爭的新情境，組織核心能力對於一個多元化公司的成功

而言是不可或缺的。他們指出核心能力為組織中少數幾種經由長期培養

已居於產業領先地位，並可對其他資源產生槓桿作用，開創出各種創新

產品的綜效能力。 

任何組織在經過一番時間之努力必須建立起本身之核心競爭力，例

如電腦產業之 IBM、晶圓代工產業之台積電、化學工業的杜邦（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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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都是以科學領域之科技能力著稱，並建立自我之核心競爭力。

在學校組織中，如以理工科系為主的麻省理工學院（MIT）、以音樂學

科聞名的茱麗亞音樂學院（Juilliard School）、以職業技術著稱的德國各

類技職教育等等，皆具有本身之核心競爭力。 

     

    Quinn和 Hilmer（1994）指出核心競爭力的重點特質如下： 

    1.核心競爭力應是在技能（skill）與知識（knowledge），而不是在產

品（product）或職能（function）上，因為後者極易被競爭對手模仿或

抄襲。 

    2.核心競爭力應是針對未來長期的目標市場和顧客需求的基礎下，

可以彈性地來進行調整與發展。故核心競爭力應該看到長期顧客穩定的

價值需求，而不是短暫的偏好。 

    3.核心競爭力之數量不應太多，組織應針對未來之發展專注於二至

三項事物。 

    4.核心競爭力應著重於價值鏈中能夠產生獨特槓桿作用的活動。 

    5.核心競爭力應著重於相對於競爭者而言，在價值鏈中具有主導力

量的活動。 

    6.核心競爭力應著重於那些對於顧客長期而言，在價值鏈中較為重

要的因素。 

    7.核心競爭力應著重於那些可維持長期卓越優異性的能力。 

 

    林東清（2003）依 Prahalad和 Hamel 理論指出核心能力具有以下特

點： 

    1.為一種綜效組合，而非單一資源：核心能力是一種技術、知識、

資源、流程與管理文化的綜效組合，而非單一的產品與功能；類似是樹

根而非果實的部分，而且是由多種資源綜合組成，而非單一明確的資產。 

    2.長期演化：核心能力是彈性、長期，具有調整及演化的能力；核

心能力不是短期內即可建立的能力，而是需要長期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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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中居支配領先地位：指組織在某領域上有其一流的水準與表

現，如果只具有一般平均的能力，不能稱為核心能力。 

4.數量有限：組織要經營、累積一流的核心能力，必然要專注、深

入、聚焦地全面投入，故不可能將每種能力都經營得很好。 

5.能產生支援其他資源的槓桿作用：核心能力在組織價值鏈中是一

種能產生槓桿作用的資源；核心能力是一種能有效綜合運用各項資源的

能耐，而非單一之設備或資產，故應可藉此支援、提升其他的資源或能

力。 

6.能產生顧客價值：核心能力是可以產生顧客價值，且為顧客重視

的一種長期營運要素。 

7.組織的基礎競爭力來源：組織之優勢來源是基於一個或數個優異

的核心能力，此種能力能讓組織創造出進入者障礙、差異化服務等價值。 

 

除了上述幾個觀點之外，Shapiro（1989）也提出策略衝突方法

（strategic conflict method）來解釋企業競爭力之所在，宣示一個超競爭

時代之到來。策略衝突觀點以賽局理論（game theory）來分析競爭對手

之間競爭行為本質，而競爭結果是優勢組織能進行牽制對手並進行強勢

策略如制訂市場價格、警示對手等。賽局理論之策略行為模式中，均衡

情境主要決定組織之間互相打量對方將可能採取的特定行動，並先發制

人。嚴格而論，賽局理論只是參與該項遊戲之管理者或領導者之智慧能

力結果，其對於同業間之競爭解釋過於狹隘，因其忽略組織在發展及維

護資源的整個競爭過程（Teece et al., 1997），故無法解釋組織能耐累積之

過程。 

綜上所述可知，組織之核心能力為組織競爭優勢之來源，且居同業

中之支配領導地位。而且各核心能力之間應該能產生綜效能力。 

不論是 SWOT模式、優勢競爭觀點、資源基礎觀點、核心能力觀點，

都希望能深入瞭解組織維持同業競爭力的關鍵。綜合各家之看法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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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否建立維持其優勢關鍵在於：1.組織是否建立模仿障礙或進入障

礙？以國內聯發科技為列，其為全球 DVD整合晶片之龍頭廠商，雖建

立起進入障礙，但其 DVD 晶片組之研發速度僅較一般之晶片公司快上

三至六個月，是屬於與時間賽跑的高競爭型公司，若研發進度延誤時隨

時皆可能被對手超越。因此，組織除了必須建立模仿障礙以維持競爭優

勢，也應注意整合、研發效率。否則一旦相關之資源或能耐被模仿，極

可能在短時間遭受淘汰。2.組織是否可以建立特殊之資源能力？組織若

能夠將自己本身的優勢強化，建立自我特色，申請專利，則能維持本身

之競爭力。3.組織是否具有知識吸收與創新之能耐？無法隨時代更新內

部所建立之資源，組織將無法久存，因為任何的資源與能力皆可能不符

時代所需。4.組織是否時時監控市場之動態性（industry dynamism）與波

動性？能夠隨時瞭解外在環境需求之組織，將能隨時因應環境變遷。以

手機市場為例，使用者對其設計上的需求與多媒體需求使手機市場處於

一個遽變的環境中，Nokia 即因誤判折疊式手機之龐大商機而失去大半

市占率。由此可見若不能及時瞭解市場之需要，將面對嚴峻的後果。 

質言之，Andrews、Porter、Barney和 Prahalad的觀點並不足以完整

地解釋組織維持競爭優勢之原因。Andrews 指出組織必須分析其機會、

威脅來調整組織經營策略，但在面對環境快速變遷的時代，持續性的競

爭優勢不能僅靠豐富的「機會」或是稀少的「威脅」，而是需要配合組

織特有的資源與能耐才能達成。Porter 雖以低成本、差異化、集中化之

策略做為組織之內部優勢，但卻忽略了組織仍處在動態之環境中，以殺

價競爭、差異化為導向之經營策略，並非維持不墜之唯一道理。資源基

礎觀點雖合理地解釋了組織維持競爭優勢仍是因為組織本身具有其他

組織所不具有之資源與資產，同時也提出組織如何使用經營策略來發展

新的能耐，許多公司如 IBM、德州儀器、Philips等皆將資源基礎觀點奉

為聖經。但是，市場上的贏家往往是能及時回應市場需求並不斷快速創

新的組織，尤其是在高度波動的知識經濟時代。資源基礎觀點與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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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觀點偏重於內部資源條件之建立而忽略外部環境之複雜性及市場效

率，明顯有不合理之處。而此部分即為動態能耐觀點想要修正之處，也

是其解釋一個組織為何能維持其競爭優勢的主要論點所在。 

 

貳、動態能耐觀點之內涵 

    從理論架構而言，動態能耐回歸到策略管理之本質，兼重外部環境

與內部環境之掌握與評估，來做為組織不斷改進、永續經營之基礎。尤

其，在高度波動的高科技時代，任何對於外在環境變遷的忽略，皆有可

能讓組織產生衰敗與滅亡。另外，動態能耐觀點突顯了外在環境之重要

性，任何組織即使擁有強大的內部資源與資產，若無法跟上環境變遷，

終將一敗塗地。因此，組織唯有掌握環境之變化，不斷進行變革與創新，

才能維持不墜。Schumpeter在 1942 年即提出任何創新皆為一種創造性破

壞的過程，且動態效率比靜態效率更為重要。健全經濟的規範以及經濟

理論的中心課題是由創業家所引發的動態失衡，而非靜態的最佳化

（Schumpeter, 1942）。這個概念深深影響 Teece等人。Teece 等人在 1997

以 Schumpeter所提出之「創新基礎的競爭」（innovation-based competition）

為理論基礎，進行觀念性與實證性之研究，配合資源基礎、核心能力之

主張因而提出動態能耐架構。McGuiness和 Morgan（2000）更認為動態

能耐途徑是 1990 年代相當重要的策略分析理論。由此可見動態能耐在

策略管理領域的重要性。 

 

一、動態能耐之定義 

能耐之英文為 capability，與 ability、competence 等字有極相似之意

義，但卻也略有不同。一般上所謂之能力，是指完成某件事所需具有的

才能或本事；而能耐是指協調整合運用資源之能力。在企業界中使用能

耐與能力者皆有之，本研究則捨「能力」而將 capability譯成能耐，以易

於辨識。 

Winter（1987）指出組織能耐為組織能不斷地作自我改進與提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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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與效能的能力。 

Boisot、Lemmon、Griffiths和Mole（1996）認為能耐是組織長期競

爭優勢的根源，亦是核心競爭力的基礎，並具有幾個重點：（1）能耐是

企業經過長時間和環境互動所累積的，具屬於特定企業的；（2）能耐是

長時間經由隱性知識累積而成，因此難以模仿；（3）能耐所提供的功能

必須是對消費者的價值有具體貢獻的；（4）能耐與有形資產不同，其不

會折舊，且越用越純熟（引自蔡敦浩，2000）。 

Hitt、Nixon、Clifford和 Coyne（1999）亦指出能耐為運用、轉換與

整合資源的能力。林建煌（2003）認為此一觀念著重在「資源間」的整

合，透過此種整合，可以更有效地發揮資源的生產力。故能耐往往包含

各種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彼此之間的複雜互動。資源增加只是一種相加

作用，不過能耐卻具有相乘效果。故能耐重視綜效，也即 1＋1＞2。 

一些著名企業的能耐如威名商場（Wal-Mart）以有效地使用實體運

配的管理技能，並藉由零售點資料的蒐集，來有效控制存貨能力著稱；

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以管理任務的有效執行著稱；新力公司

（Sony）以將零組件與產品進行微小化的能力著稱；康寧公司（Corning）

以卓越的技術能力著稱；蘋果電腦（Apple）則以精緻化的產品創意設

計能力著稱。 

能耐與資源之間存有高度的互動性與交互影響性，因為它們皆為組

織競爭優勢之重要基礎。資源可以發展能耐，而能耐的運用結果也可累

積資源。根據組織對於資源與能耐的自我評估，而將組織分成四大類

型，不同類型的企業之競爭優勢也不相同（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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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組織的資源與能耐類型 

   資料來源：策略管理（p.199），林建煌，2003， 台北：勝智。 

 

一般而言，高資源高能耐型是最具有競爭力之組織，未來之發展潛

力也最大；低資源低能耐之組織則是處於競爭最弱勢的組織，因此它往

往必須進行內部調整或尋求支援，否則極易被市場淘汰；高資源低能耐

之組織，往往是資源運用效率不彰的組織，雖然有雄厚資源，但所創造

出來的價值不夠，資源的轉換與整合有困難；而低資源高能耐型之組織

是資源轉換能力很強的組織，但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因此無法創造出

更大的價值。但若獲得外部資源之挹注，極有機會成為具高競爭力之組

織（林建煌，2003）。Eisenhardt 和 Martin（2000）指出動態能耐與傳統

之能力有所不同，他們認為動態能耐為一組獨特、可辦識的程序，如產

品開發程序、制定策略程序、組織間的策略聯盟與環境監控能力等。故

動態能耐為組織提升既有資源與應付外在環境變遷時的重要能力。

Eisenhardt 和 Martin 並將傳統對於動態能耐與新觀點對動態能耐在看法

之差異整理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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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動態能耐之傳統觀點與新觀點比較 

 傳統觀點之動態能耐 再概念化之動態能耐 

定義 慣例到學習慣例。 獨特的組織與策略程序（如：產

品創新、策略決策、策略聯盟），

使其資源基礎改變。 

異質性 特殊性（如組織獨特性）。 在特殊性中具有共通性（例如良

好表現）。 

模式 詳細的、分析性的慣例。 決定於市場動態性，範圍從詳細

的、分析的例規到簡單、經驗的

慣例。 

結果分析 可以預測的。 決定於市場動態情境，具有可預

測或不可預測的結果。 

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之維持來自於有價

值、稀少、無法模仿及不可替代

的動態資源。 

競爭優勢來自於有價值、稀少、

不可替代及不可取代的動態能

耐。 

演化 獨特的路徑。 獨特路徑係經由學習機制如組織

運作、編纂、錯誤與前進過程等

塑造而成。 

資料來源：From “Dynamic capability: What are they?”, by K. M. Eisenhardt & J. A. Martin, 

2000,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1111. 

 

有效的動態能耐取決於市場的動態狀況，尤其當動態能耐隨著既有

知識發生變動時，對於組織經營績效會產生重大影響。 

 

而動態能耐之意義，臚列各家之看法如下： 

Leonard-Barton（1992）認為動態能耐係指組織整合、建立及重組其

內部或外部資源來因應外在環境快速變動的能力，故動態能耐是組織在

市場定位及路徑相依已知的條件之下，達成與創造新競爭優勢的能力。

而且，動態能耐對競爭優勢的價值來自於其所建立的資源結構（resource 

structure），而不是能耐本身。 

Iansiti和 Clark（1994）認為動態能耐是組織一貫地去培育、適應並

重新產生知識基礎的能耐，並去發展與保留組織能力得以轉換知識基礎

成為有用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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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1996）則認為動態能耐是過去組織內部結構與策略的慣例，

管理者可以利用它來做為選擇、取得、配置、整合及重組資源，進而產

生可以創造價值的策略。 

Helfat（1997）認為動態能耐是指能幫助公司創造出新製程或新產

品以因應快速變動市場的能力。 

Teece等人（1997）指出動態能耐是指係指組織適當地整合、重組、

取得、使用資源的程序，主要是為了因應市場之變化而產生。他們並將

動態能耐分成程序、定位與路徑三個構面。 

Eisenhardt和 Martin（2000）指出動態能耐為組織整合（integrate）、

重組（reconfigure）、取得（gain）及釋放（release）資源的過程，以迎合

市場或創造市場變遷的能耐。故動態能耐使組織能在市場浮現、衝突、

分裂、成長與衰敗的過程中，透過內部與外部整合來達成新的資源配置。 

Zollo和Winter（2002）認為動態能耐係組織透過共有的穩定學習模

式的活動，以系統性地產生或修正其例行運作慣例，來提升組織之運作

效率。 

    綜合以上學者之看法，本研究將動態能耐定義為組織為因應外在環

境之變化，而不斷運用協調整合、學習、重組與轉移等策略，來建立組

織本身之獨特能耐與競爭優勢，來滿足市場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此定

義之概念與 Teece吻合，由於外在環境的動態性愈來愈大，唯有能不斷

快速地進行整合與重組組織內外資源之管理能耐的組織，才能在全球競

爭的環境下維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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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不同學者對「動態能耐」之定義 
學者或研究者 動態能耐之定義 

Leonard-Barton（1992） 指組織整合、建立及重置內部與外部能耐來因應快速變

動環境的能力，因此是組織在市場定位以及路徑相依已

知條件下，達成與創造新競爭優勢的能力，一般透過資

源結構而非能力本身來創造競爭優勢。 

Iansiti 和 Clark（1994） 動態能耐是組織一貫地去培育、適應並重新產生知識基

礎的能耐，並去發展與保留組織能力得以轉換知識基礎

成為有用的行動。 

Grant（1996） 動態能耐係組織過去之管理與策略慣例，管理者可以根

據它來選擇取得、配置、整合及重組資源，進行具造深

具價值的新策略。 

Helfat（1997） 動態能耐係指幫助公司創造新製程新產品，以快速回應

市場需求的能力。 

Teece等人（1997） 動態能耐是指係指組織適當地整合、重組、取得、使用

資源的程序，主要是為了因應市場之變化而產生。他們

並將動態能耐分成程序、定位與路徑三個構面。 

Eisenhardt和 Martin（2000） 動態能耐為組織整合（integrate）、重組（reconfigure）、

取得（gain）及釋放（release）資源的過程，以迎合市場

或創造市場變遷的能耐。故動態能耐使組織能在市場浮

現、衝突、分裂、成長與衰敗的過程中，透過內部與外

部整合來達成新的資源配置。 

Zollo和Winter（2002） 動態能耐係組織透過共有的穩定學習模式的活動，以系

統性地產生或修正其例行運作慣例，來提升組織之運作

效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動態能耐觀點假定一個超競爭時代已來臨，此時科技變化快速、組

織所建立的技術障礙難以持久、顧客之需求模糊性升高、產品之生命週

期縮短，這使得組織之競爭優勢極可能轉瞬失去，唯有靠速度與創新才

能維持競爭力。 

    Teece 等人（1997）對資源基礎觀點進行了反思，並指出僅僅擁有

有價值的資源、資產並非組織永續經營之保證，而認為擁有應付外在環

境變遷能耐及有效整合協調內外部資源之組織，才是真正的贏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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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動態能耐觀點對於組織競爭優勢形成之解釋較具合理性，故其被

視為是個潛在及新興的整合方法，用以更為全面地透析組織競爭優勢是

如何形成。 

    林東清（2003）認為動態能耐觀點有以下重點： 

    1.強調改變導向（change-oriented）的能力：認為組織的能力應不斷

地、持續地創新與改變。 

    2.強調快速創新：重視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與先占優勢。 

    3.強調即時反應：重視對外部環境快速變化的適應力。 

    4.強調短期競爭優勢：若產品生命週期極短，無法慢慢累積核心能

力，則必須快速掌握短期的商機。 

    5.強調目前資源與能力的重整、整合、獲取與調適：即以堆積木的

方式，快速組合優勢能力。 

    6.強調網路型組織：亦即強調與外部之供應商、協力廠商、顧客、

競爭對手充分地合作與聯盟，以快速獲取所需的知識與能力。 

    7.強調本身能力改變的速度與低成本，並以此來壓制競爭對手。 

 

二、動態能耐觀點之架構 

    動態能點觀點是由 Teece、Pisano和 Shuen（1997, 2000, 2004）累積

過去之實證研究結果後提出。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許多企業組織即使累

積了大量深具價值之技術資產卻仍然未能同時累積一些實用之能耐，以

應付變遷快速之動態環境。Teece 等人認為光靠技術資產並無法維持競

爭優勢，因為技術之汰換速度相當快。故他們認為市場上的真正贏家並

不是具有最多資源與資產之組織，而是懂得如何對環境之需求做出即時

反應、並快速與彈性地進行產品創新，有效地協調與配置內部與外部資

源之組織。因此，動態能耐為組織競爭優勢的來源，也是組織所具有之

獨特能耐，可合理地解釋能耐及資源是如何被發展、佈署及保護，並利

用此架構來開發已存在於內部與外部組織獨特能耐以滿足環境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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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Teece 等人將動態能耐分成組織與管理程序（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rial processes）、定位（position）與路徑（path）三個構層面。「組

織與管理的程序」指的是組織做事的方法、過程、步驟或是其他的慣例，

及目前經營運作或學習活動的方式，故為組織之管理能力；「定位」則

是指組織所擁有之資源，包括獨特技術資產、智慧資產、互補性資產及

組織與供應商的關係等；「路徑」則是指組織可供採用的策略，以及逐

漸增加之收益與伴隨之路徑依賴其存有與缺乏之情況。以下分述之。 

（一）組織與管理程序 

    程序在辭典中的解釋為產生某一個結果的一系列活動或操作，特別

是指連續的操作或處理，它指的是事情的始末，事情發展的經過（馬建、

黃麗華，2000）。在管理學領域，常採用企業程序（business process）或

組織程序一詞來描述組織完成各項任務、目標的過程（余雅文，2003）。

Duncan 和 Weiss（1979）指出組織本身即屬一種程序，透過此程序可以

發展組織行動與成果間關係的知識，並了解環境對此關係的影響。

Hammer（1990）認為企業程序是指企業集合各項資源來提供顧客所需

之產品的一連串活動，唯有當顧客有需求時，作業程序才會啟動，一切

之組織運作才突顯其意義與價值。Davenport和 Short（1990）指出企業

程序為互有關聯的業務活動，而這些業務活動被執行以達成組織特定之

結果。本研究認為，由於組織內部由多個部門或單位所組成，而各部門

之運作皆為達成組織之各項任務，而程序也在各部門中穿梭或是交互連

結，故其為一動態的概念。而組織完成任務程序的效率與效能愈高，代

表組織愈具有競爭力。 

Teece 等人進一步說明組織程序的本質，組織與管理程序可分為三

個角色：包括協調/整合（為一靜態概念）、學習（為一動態概念）、與

重組（為轉換概念）（Teece et al., 1997）。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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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調/整合（coordination/integration） 

當經濟受到價格制度影響時，管理者更應該要了解如何有效率及有

效能的地協調與整合公司內部的程序來面對競爭手的挑戰。組織若想取

得策略優勢，則必須整合外部的活力與科技來支援組織之經營與管理。

再加上策略聯盟、技術合作愈加普遍，使得組織對於外在資源之整合與

取得變得非常重要。組織之協調整合能力有助於引導員工、協調員工分

工合作、整合各部門活動及分派配置資源，而在此方面之管理作為將是

未來組織間能耐差異之所在。 

Teece 等人舉數例來強調組織內部整合能耐的重要性。如 Imai、

Ikujiro 和 Takeuchi 在 1985 年針對日本五家大型公司之研發活動進行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當組織內部擁有跨功能研發團隊時，該公司的經營績

效會比其它競爭者來的更好，主要是因為跨部門團隊可以提高資訊的可

得性，降低生產過程中製造、行銷及設計工作上協調的困難度，該研究

證實了組織整合能力的重要性。Garvin在 1988 年研究 18家生產室內空

調設備之競爭者，結果發現品質績效與資本投入或設備自動化程度無

關。相對地品質績效仍來自獨特的組織慣例，包括廠商取得或處理相關

資訊的慣例、將顧客經驗與產品設計進行連結的程序以及協調製造工廠

與零組件供應商的相關程序。這些均為構成組織動態能耐的來源。 

深植於協調與整合過程之能耐亦有助於解釋為何微小的環境變遷

對組織帶來深具破壞性的衝擊。Henderson和 Clark（1990）的研究即指

出此點。他們研究影印設備產業之組織程序，發現即使是微小的科技創

新也牽動整個系統必須重組才能配合因應。是以制度面或結構面的創新

還需要能夠整合與協調設計工作的新慣例，由於結構上的創新必須整合

本身的技術及顧客的需求才能夠順利進行，故任何組織必須有整合外部

市場中顧客的相關資訊或其他同業之技術時，才可協助組織內部進行產

品結構上的創新，並發展出令市場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Clark和 Fujimoto（1991）的研究中也指出協調活動在汽車專案發展

過程之重要性。不同公司在新款車型之研發動作中，不同的慣例與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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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績效變數（如發展成本、發展領先時間、產品品質）等有重大的影響，

是以不同組織之協調與整合慣例之能力均存有明顯的差異，這關係著各

組織未來的發展優勢。Iansitia和 Clark（1994）進一步對汽車業與大型電

腦業在新產品開發之研究中，證實組織內外部資源整合能力會影響組織

之經營績效以及回應環境變動的速度。 

    Teece 等人同時指出組織內部之整合程序具有其一致性

（congruence）與互補性（complementarities），這是組織能耐之特性，實

際上也能協助我們去瞭解為何當一個新進入者進入市場後通常會使其

他同業組織發生結構性與激進的創新的原因了。現有的主流廠商若產品

市占率流失或是產品不再受到市場之青睞，則可以預見的是其未跟上時

代需求的腳步，其產品自然無法受到喜愛。 

 

2.學習（learning） 

學習為組織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其重要性甚至超越組織內部之

整合能力。依 Teece等人的觀點，學習為一個不斷重複與實驗的過程，

其任務在使組織之效率更好更快速。學習也使得新產品機會可以被開

發。由此可知，組織必須不斷有新的知識與創意以活化組織，使其更具

效率。 

    學習包括幾個關鍵的特性：（1）學習牽涉到組織與個人的技能。個

人技能與價值觀與其工作息息相關，學習的過程又極為複雜，其可能透

過正式的交互學習，也可能是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發生。學習通常需要

有共同的溝通慣例及事先說好的蒐集程序。（2）組織之知識是產生於新

活動模式、慣例或是新的組織邏輯。組織透過團體互動而產生新的學

習，譬如對日常營運時所遭遇到的特定問題提出解答，皆屬於學習。動

態能耐基本上為一協調性的管理過程，其歡迎任何組織內與組織間的學

習。Doz和 Shuen（1990）及 Mody（1993）的研究也指出合作或聯盟的

方式為組織學習的良好管道，可使組織快速發現功能不彰的組織運作慣

例，並預防策略性盲點的發生（引自 Teece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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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組與轉換（reconfigu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組織必須有能力去偵察環境、評估市場，且

能快速完成組織內部資源結構之重組，並完成內部與外部資源之轉換。

要達到此一目標，組織必須時時監控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願意去接受

革新。例如，透過標竿學習瞭解到其他組織所值得學習的地方，並尋求

自我組織之改變。在動態環境中，忽略環境變項的組織最終將受到挫敗。 

重組和轉換能力為一種習得的技能，愈加使用，愈容易去完成。組

織之改革常常花費不貲，因此必須去發展出一套程序將相關費用降至最

低。組織要能夠即時適應外部環境及市場的變化而進行相關的調整，則

有賴於該組織是否具有監控外在環境的良好機制。因此，若組織欲尋求

優勢，則本身就需要擁有偵測環境趨勢、評估市場及競爭者的策略，並

快速進行資源之重組與轉換，以因應環境變化之需求。故從某種層面來

看，這些能耐與「高彈性」（high-flex）的概念是相通的。 

 

（二）定位 

    任何組織必須在環境或市場中找到一個屬於自我的定位，才能生存

下來。簡言之，組織必須幫自己在環境中找到一個生存的利基。若從經

濟學的角度來看，組織必須替自己在環境中承租（rent）一個位置；若

從管理學的觀點，則組織必須能找到一個市場領域（domain）才能生存。

是以組織不能只光有學習機制與整合能耐，還必須建立特有之資產。動

態能耐架構採用了資源基礎觀點，強調組織應有擁有不易模仿、轉移的

資產，以做為組織長期競爭優勢之來源。這些資產包括專業化的實驗室

與設備，以及那些無形的知識資產、信譽資產或互補性資產等。Teece

等人將資產分類為以下幾項（Teece et al., 2004; 盧正壽，2002）： 

 

    1.科技資產（technological assets） 

    這屬於組織本身專屬的獨特技術，一般上由相關法律（如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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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所保護。這些獨門絕活為組織之重要優勢來源，非不得已的情況

不會授權給其他組織來使用。當智慧財產權法不足以保護組織之技術資

產所有權時，技術資產與互補性資產的利用與其他所有權的保護也理所

當然成為組織經營績效差異的重要因素。 

 

    2.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 

    技術創新需要利用特定的相關資產來發展新產品與服務，但在商業

化的活動中（例如行銷）就需要組織其它輔助資產的協助。一般上互補

性資產位於生產過程中的下游階段，且這些資產或能耐為組織在運作上

所必須具有的，且可能對其它活動另有助益。新產品或是程序有助於互

補性資產，但也可能同時會破壞這些資產。 

 

    3.財務資產（financial assets） 

    組織短期的現金流量狀況與槓桿使用程度都具有策略意涵，由於組

織若要即時反應市場需求，便需要投入大量的資金。一家公司短期的經

營活動往往是資產負債表的函數，因此沒有任何資金可以取代現金。商

業組織必須透過公開市場籌資或是由盈餘來維持公司之現金流量，一旦

公司之營運情況不佳，籌資時又容易造成困難。學校組織方面，公立學

校之經費來源較為穩定，即使績效不佳，仍能獲得國家穩定之經費補

費，實有不合理之處。私立學校則較注重財務資產，許多私立學校甚至

透過投資使財務能力提升，值得借鏡。 

 

4.信譽資產（reputational assets） 

當我們要買電子產品，通常會傾向於購買值得信賴的品牌，如筆記

型電腦會想到 Dell 或 HP、隨身聽會想到 Sony、MP3 隨身聽會想到

Apple、若想買汽車會想到品質好價值又合理的 Toyota、若想要出國留學

會想到 Harvard University。信譽通常來自顧客、供應商及競爭者對公司

的正面反應，且傳達對公司有利的訊息。信譽為組織之無形資產，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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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長期的累積，由於組織內部與外部存在的資訊不對稱，故信譽可能會

比公司經營活動的真相更為重要。 

 

    5.結構性資產（structural assets） 

    組織中正式與非正式的結構、及其與外部的連結關係對組織創新成

效、能力與能耐的進步情形有很大的關連。層級分化程度、垂直及側向

整合的程度都是形成組織結構的主要因素，傑出的管理程式也可顯而易

見的（例如多元產品、整合型的組織；高營運彈性的組織、虛擬組織、

大型組織），而這些管理方式使不同型態之組織創新成效更佳。舉例而

言，虛擬組織在高度自主權的管理型態下成效最佳；整合型結構則有較

高之系統性創新。 

 

    6.制度資產（institutional assets） 

    環境與市場之關係相當密切，也深深影響組織之運作。舉例而言，

公共政策之走向會成為組織運作上參考的重要依據，高等教育系統與國

家文化等等，也會影響組織運作。又如司法制度、侵權法、反托拉斯法

等等都屬於環境的一部分，同樣影響組織營運。故組織深具區域性的特

質，不同地理位置之組織亦有其獨特之制度價值。以大陸投資為例，由

於台商與大陸在文化、語言等條件優勢下，故在該地做生意顯然要比歐

美國家之商人來得有競爭力。 

 

7.市場（結構）資產（market /structure assets） 

一家公司之產品在市面上走紅，但不表示其可以維持其產業地位。

因為在快速變動的市場中，相關產品要維持其競爭優勢並不容易，還必

須視組織本身是否具有能力與能耐去克服環境變動的問題，以維持其經

營績效。 

 

8.組織疆界（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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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之重要層面為組織之疆界，即組織本身與其他組織不同或獨特

之處為何。組織在整合能耐、科技與互補性資產、協調能耐、智慧資本

的保護等為其保持組織競爭優勢之關鍵。 

 

（三）路徑 

路徑是指企業在技術軌跡上的策略性選擇，Teece 等人將其分成兩

個層面來討論。 

 

1.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ies） 

路徑依賴的資源，是指不能在短時間取得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取得

往往必須經由一定的途徑，經過長時間才能取得。故組織目前的地位是

反映出過去在策略軌跡上的成功，這些成功包括經營創新、產品創新、

科技創新等等。而過去的經驗也會對未來發展造成明顯的影響。 

組織過去所建立的慣例與條例會影響其未來行為。尤其是組織之學

習具有區域性，故學習之機會多與先前的活動連結而行，新的學習也就

無法跳脫過去的傳統。組織之學習為一試驗、回饋與評鑑的過程，若同

時有太多因素產生變遷或太多不同學習論點出現時，反而容易造成組織

難以負荷而使學習力下降。故組織之學習力為一個長期的投資，而非短

期的想法。 

當組織愈上軌道，則路徑相依愈形重要。在某些情況，一些組織在

誤打誤撞之下，占有市場領導地位，但接下來領先者是否能繼續享有領

先地位，則有賴於其是否能在快速變遷的環境中不斷使用對的策略來持

續經營。路徑依賴性說明了組織過去發展的重要性，有些組織由於過去

的歷史包袱而陷入產生鎖住效應（lock-in）。Mahoney（1995）明確指出

領導者過去的決策、決策法則與來自經驗的內在體驗為組織之獨特基

因，故競爭優勢為一歷史路徑相依的過程，然而也因為行為及能力具路

徑相依特性，使組織經常面臨核心能力可能僵固或是營運時蕭規曹隨的

困境。故未來的組織在競爭激烈的環境中必須能兼顧學習、速度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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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三大層面，才能維持其競爭優勢。 

 

2.科技機會（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任何之市場發展，必須是因為其出現科技機會，才可能發展成特定

領域活動，因此企業發展的速度、方向跟其過去所擁有的科技機會有顯

著關係。但技術性機會並非完全來自於外在，組織若願意投入於技術研

發，也重視組織本身之研發能力，亦能自我創造科技機會。以美國蘋果

電腦為例，以 Ipod 為品牌開發的數位音樂隨身聽，在近年造成風潮而

使公司之營運產生大逆轉，即可看出科技與趨勢的結合，能夠創造之營

運成效相當驚人。 

Teece（1998）以知識基礎觀點重新詮釋動能能耐，認為動態能耐為

組織有能力感受到外部環境變化，並重組、轉換知識資源及其他資產迅

速做出反應的一種能力。構成動態能耐之兩大因素分別為：外部感應

（external sensing）與組織行動（organizational action）。外部感應是指組

織偵察並留意外部環境變化，其可透過資訊科技取得市場資訊，以掌握

未來趨勢。故組織必須不斷從外部習得需要學習的新知識，並經由重組

與轉換，增進組織之競爭優勢。組織行動則是指當組織感應到外部環境

變化時其本身所做的一種決策反應行動，藉著調整組織結構與透過外部

的策略聯盟或技術合作來取得組織重要的輔助資產以強化組織之競爭

優勢。故組織行動簡言之就是組織必須擁有快速且正確的決策能力。 

綜上所述，Teece等人之觀點有以下重點： 

    一、組織之學習機制為最重要的動態能耐來源，缺乏學習力的組織

無法建立其動態能耐。 

    二、動態能耐之建構有賴於組織內部之資源整合能力。資源整合之

過程包括外部資源與內部資源分析、資源整合（須透過協調機制）、組

資源重組、轉移等。組織資源整合能力能使組織快速回應環境與市場之

需求，並維持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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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織之相關資產為組織長期累積的重要資產，必須用心去維

護。例如技術資產與信譽資產，不論是企業組織或學校組織皆是相當重

要的成功關鍵。 

    四、組織之策略機制是受到組織歷史條件的影響，資源相依愈強，

極可能造成組織陷入鎖住的窘境，就某種層面來看並不利於組織之發

展。 

    五、技術性機會並非取決於市場，組織本身亦能創造生存的機會，

一旦其技術能力達到一定之程度時。   

依以上分析，可將組織動態能耐之組織運作陳列如圖 2-7。 

    

 

 

 

 

 

 

 

 

 

 

 

 

 

 

 

 

圖 2-7  動態能耐架構之組織運作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內部環境分析 外部環境分析 

資源整合 

協調、學習、重組、轉移 

策略選擇 

（依組織之獨特性、路徑依賴情形） 

策略執行 

監督進展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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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組織動態能耐之相關研究 

    組織動態能耐之概念發源於策略管理領域發展，然而將之整理而發

展成一個完整的概念距今只有短短幾年，故相關之研究尚處於開發階

段。動態能耐應用在教育領域之研究目前仍相當罕見，故以下之研究多

以管理學領域為主。 

 

一、國外部分 

Teece和 Pisano（1994）指出未來的世界追求的是速度，故唯有能快

速地進行組織創新，並將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快速整合與重組之組織，

才能在全球競爭的環境裡生存。 

Iansiti和 Clark（1994）以汽車產業和大型電腦業之跨部門產品研發

情形，來瞭解跨部門之資源整合對組織動態能耐之影響情形。他們將焦

點置於廠商建構程序，結果發現有能力去整合不同部門之知識庫與協調

之公司，其動態績效較佳。而組織能耐會隨著市場、技術環境而產生變

化，組織之能耐是以動態的型式存在。 

Bierly和 Chakrabarti（1996）研究 1977至 1991 年之美國製藥業之組

織績效，研究者以技術性學習與策略性彈性兩大層面來衡鑑其對組織績

效的影響。技術性學習分為內部學習與外部學習。策略性彈性則在財

務、行銷、製造和技術性構面。研究結果技術性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會因策略彈性的加入而有所改變。 

Teece 等人（1997）將動態能耐之觀念進行深入之分析，並將動態

能耐分成三個大構面：組織與管理程序、定位與路徑。依動態能耐觀點，

外部環境變動快速，如今已進入一個競爭激烈時代，組織必須透過學習

模式快速整合、重組、配置其內部與外部資源，以建立組織之獨特性與

競爭優勢。Teece 等人強調高效率組織之慣例應深植於程序與定位中，

而路徑相依度與技術機會則是能耐發展的軌跡，由於組織間之資產具有

專利性，故獨特的能力或能耐難以從市場中取得，而是須經過長期的累

積才能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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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sas（1997）觀察從 1886 年到 1990 年共 100 年的全球打字機產

業技術與競爭變動的軌跡，以瞭解何種因素使公司可以適應激烈的技術

變動，並藉由探討外部的整合能耐。研究亦發現外部整合能耐與不同地

理位置的研發中心為影響企業應變外在環境變遷之重要因素。 

Eisenhardt和 Martin（2000）指出動態能耐（如特定之運作程序、決

策制定、相關資產等）對組織之競爭優勢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他們亦

指出有效的動態能耐模式決定於市場的動態情況，尤其當動態能耐隨著

既有知識發生變動時，其對於企業績效會產生具決定性的影響。 

    Navarro和 Gallardo（2003）將動態能耐之觀點運用於西班牙高等教

育經營發展之分析。他們認為在動態、變化的環境中，高等教育之營運

必須更為彈性，以適應持續不斷的環境變遷。 

    Todorovic（2004）以動態能耐之觀點研究加拿大高等教育市場化的

情形。該研究並設計相關量表來測量高等教育市場化之現況。研究指出

在外部環境變遷的壓力下，加拿大高等教育不得不放棄保守、僵化的營

運模式，並揚起商業化的旗幟，來增進營運績效，維持競爭力。 

Chen（2004）對動態能耐架構提出後對於組織經營系統（enterprise 

system, ES）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動態能耐是組織競爭優勢之必要條

件，但並非充分條件。研究並指出組織經營之三大基礎能耐為資訊科技

基礎建設能耐、組織管理程序重建工程、與知識管理。其他之重要能耐

包括管理能耐、策略聯盟、組織學習與能耐建構、組織轉移等。 

     

二、國內部分 

    國內有關於動態能耐之研究集中於企管領域。1997 年開始由李仁芳

教授主導進行了一系列之相關研究，近幾年開始引發新進學者的注意而

相繼投入該領域之研究。 

    李仁芳、賴建男、賴威龍（1998）研究台灣 IC 設計產業之技術知

識特質與動態能耐之關係。該研究將動態能耐之測量指標分成知識吸收

能耐、知識創造能耐與知識蓄積能耐三種。在知識吸收能耐上，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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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常態吸收機制與專案吸收機制兩種方式。對於資訊知識或路徑相依度

高的技術知識，多以常態吸收機制為主要吸收方式；對於路徑相依度低

的技術知識，多以專案吸收機制為主要的吸收方式。在知識創造能耐

上，知識創造能耐可以分成輕型團隊與重型團隊兩種類型。對於路徑相

依度高的技術知識，知識創造多以輕型團隊的運作為主；對於路徑相依

度低的技術知識，知識創造多以重型團隊的運作為主。在知識蓄積能耐

上，知識蓄積能耐可以分成人員蓄積機制與文件蓄積機制兩種類型，蓄

積在人員身上的隱性知識，多以師徒傳承的方式將知識擴散。蓄積在文

件的顯性知識，會藉由專案的運作將知識擴散。組織必須留意這些不同

類型的動態能耐，以使組織對於知識的管理能更順暢。 

    蔡敦浩（2000）以台灣三家中小型企業來瞭解組織創新能耐、知識

管理與組織學習之間的關係。其指出能耐是長期競爭優勢的根源，也是

核心競爭力的基礎，因此企業必須發展出本身之動態能耐才能夠應付隨

時而來的衝擊。研究結果發現高階主管隱性知識決定了組織的創新能

耐，透過方向指導和組織慣例這一套整合機制傳遞給研發團隊，由於隱

性知識不易被察覺，因此構成「自我繁衍的系統」，高階主管依此調整

企業經營目標和策略。至於企業的學習能耐各組織間存在差異，而企業

的創新能耐不僅止於產品開發能力還包括其他輔助資源的運用。研究中

亦指出能耐是長時間發展的、隱性的、專屬的。 

    張世毅（2002）以台灣三家晶片組廠商為樣本，從資源基礎觀點與

動態能耐觀點分析其競爭優勢之來源，結果發現 IC 設計公司由於產品

週期短、所處環境變動程度高，故必須具有高度之動態能耐才能生存。

而組織能耐則來自組織之人力資源、技術資本、合法地位與產品成本。

其中研發人才的培養與技術的發展不是朝夕可達成，故企業需將其視為

投資項目，且思考如何留位優秀的人才。而合法地位方面，不論是以直

接支付權利金或藉由交叉授權的方式取得皆可，但皆必須讓系統大廠與

一級主機廠願意採用才行。而在低價趨勢與競爭激烈的情況下，產品成

本的降低需與技術進行結合，如縮小晶片面積、晶圓製程技術之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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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哲（2003）以動態能耐的觀點，納入時間空間因素及市場與經

濟特性，發展出多層次的動態耐模型，分析科技百年老店飛利浦（Philip）

如何在多變環境中，配合產業特性與環境優勢建構動態能耐。研究發現

飛利浦在營運中具備各項動態能耐之要件，而研究也同時指出具備相關

之能耐與企業之獲利與競爭優勢之關聯性並不明顯。以協調整合能耐為

例，其為深嵌於組織營運中之能力，其協調與整合必須是在某種狀況發

生或是某種時空上的需要才發生，而其協調整合後是否使組織更具競爭

力則沒有明確答案。 

 

三、綜合分析 

    綜觀目前國內外動態能耐之研究，可將當前之動態能耐研究發展趨

勢及關注焦點分成四大類型： 

    （一）專研動態能耐之本質與特性：此類型之研究興趣在於組織動

態能耐之本質與特性究竟為何。例如 Eisenhartdt和 Martin（2000）分析

組織動態能耐之本質與特性，認為其並不像 Teece 等人所言具有獨特

性、專屬性、不可模仿性，而是具有共通性（commonalities）。Chen（2004）

指出組織經營之三大基礎能耐為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能耐、組織管理程序

重建工程與知識管理。其他之重要能耐包括管理能耐、策略聯盟、組織

學習與能耐建構、組織轉移等。 

    （二）專研動態能耐之形成過程：此類型之研究致力於瞭解組織之

動態能耐如何建立。例如 Iansiti和 Clark（1994）認為知識與知識創造活

動為能耐之基礎，能耐在新知識的發展中同步建立。Teece等人（1997）

則認為組織之動態能耐來自於組織之學習力、知識重組與轉換力。Zollo

和Winter（2002）指出透過經驗累積、知識聯結、知識重組過程與形成

管理慣例的學習機制讓組織動態能耐漸漸形成。學者普遍之共識為組織

動態能耐必須是經由長時間的累積才能形成。 

    （三）專研影響組織動態能耐之因素：此類型之研究想要瞭解究竟

是什麼因素影響組織之動態能耐差異。所使用之自變項有技術知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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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仁芳、賴建男、賴威龍，1997；涂瑞德，1998；賴建男，1997）、產

品開發團隊（涂瑞德，1998）、資訊科技（李晉求，2001；范垂仁，2002；

Pavlou, 2004；Pavlou & Sawy, 2004）、技術知識網絡（賴義龍，2001）、內

外部資產（Griffith & Harvey，2001）、知識整合能力（王振洲，2000）

等等。 

    （四）專研動態能耐之驗證與應用：此類型之研究著重於證實程

序、定位與路徑之間的關係。盧正壽（2002）的研究即指出組織程序受

到資產定位及組織演進路徑的影響，而資產定位亦同時受到組織演進路

徑之影響。Luo（2000）則以動態能耐來做為組織國際化擴張的重要理

論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動態能耐架構為新興觀點，其尚未具有完

整的分析架構與量表，也由於組織型態、產業屬性皆有所不同，對於不

同組織之動態能耐驗證顯得相當困難。故必須發展適用於不同組織型態

之動態能耐量表才能較精確地去評估不同組織之動態能耐強度。 

 

本節小結 

    面對變化快速、競爭愈來愈激烈的大環境，組織必須隨時調整經營

策略至與環境變化一致，才能因應時代的需要，不被時代所淘汰。本研

究認為策略管理領域之相關理論發展可供做為教育組織在面對不確定

之外在環境時之思維方向。 

    Porter的競爭優勢觀點、Barney等人發展的資源基礎觀點與 Prahalad

等人發展之核心能力觀點成功解釋了組織能力建立與維持競爭優勢之

途徑。然而欲相對忽略了組織外部環境之討論。動態能耐觀點從組織內

部與外部導入整合與學習之策略，巧妙地化解先前理論之不足，並把

SWOT之觀點發揮至極致。 

本研究將動態能耐定義為組織為因應外在環境之變化，而不斷運用

協調整合、學習、重組與轉移資源的過程，以建立組織本身之獨特能耐

與競爭優勢，來滿足市場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Teece（1998）以知識基

礎觀點重新詮釋動態能耐，認為動態能耐為組織有能力感受到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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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並重組、轉換知識資源及其他資產迅速做出反應的一種能力。構

成動態能耐之兩大因素分別為：外部感應與組織行動。外部感應是指組

織必須注意外部環境變化，其可透過資訊科技取得市場資訊，以掌握未

來趨勢。組織行動則是指當組織感應到外部環境變化時其本身所做的一

種決策反應行動，藉著調整組織結構與透過外部的策略聯盟或技術合作

來取得組織重要的輔助性資產以增強組織之競爭優勢。 

企業界對於動態能耐觀點相當重視，其研究成果愈來愈多，在教育

領域則較被忽略。面對「不創新，就滅亡」的時代，如果無法瞭解組織

與環境間契合程度，將面臨巨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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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分析 

 

由第三節之論述可知，Teece等人所提出之動態能耐觀點結合了當前

組織學習與知識管理兩大主流理論優點。組織在面對波動性愈來愈大的

外在環境，必須深具環境感應力，以察覺整體環境的變化以及時跟上時

代的腳步，並同時運用組織內部所具有之各種能耐進行創新，來滿足外

在環境的需求。 

    21世紀的學校所處的環境如同企業組織，其必須面對一個全球化、

快速、動態、激烈的市場競爭。隨著科技的進步、全球化網際網路的普

遍，整個市場對於商品品質、商品多樣化、服務品質、回應市場的時間

及商品生命週期等，都產生很大的改變，迫使企業必須不斷地以更為快

速、更高的品質及更加節省成本的方式來經營。然而，動態能耐之定義

及其相關理論發展，皆以企業組織做為考量。故動態能耐如何應用於教

育組織，則必須針對教育組織的特性予以分析，並進行適切的修正，才

能提出一個適用於教育組織之動態能耐架構。故本節將以 Teece等人之

動態能耐觀點為基礎，首先分析企業組織與教育組織在本質上的差異，

並進一步提出兩者在面對環境過程中應具備之動態能耐差異，以做為本

研究在建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指標之基礎。 

 

壹、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基礎分析 

一、企業組織與教育組織之差異 

    企業組織是指藉由提供產品或服務給他人，以尋求最大利潤之集合

體；企業亦是運用智慧、努力與創新，將各種資源轉變為有形的財貨或

無形的服務以滿足他人需求，並從中獲取適當利潤的組織（陳賢舜，

2004）。故企業組織主要是以追求利潤成長為目的，沒有獲利就沒有存

在的意義與價值，沒有競爭力的企業將被淘汰。而教育組織其主要的任

務為傳遞文化及保存傳統（張明輝，2001），並非以營利為目的，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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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看出企業組織與學校組織兩者之差異性。 

吳天方、郭政源（2000）從文化之觀點比較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之

差異，結果發現兩者具有以下不同點： 

    （一）組織之目標及需求不同：企業舊有管理方式要求成員發揮最

大的工作效能，而近代的企業則將員工福祉與社會回饋列入企業目標

中；學校目標則強調個體適性發展，以學生的成就為組織需求，成果需

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彰顯。 

    （二）組織之結構及組織變革能力不同：企業組織的結構及組織變

革可以依實際需求進行立即改組，具有彈性；學校組織結構則受到法令

規定，且成員自主意識較強，無法針對實際需求進行調整，只能在既有

結構中強化組織發展。 

    （三）組織之成員關係不同：學校組織成員由學生、教師、行政人

員所組成，由於組成層次間較為獨立，組織相對地較為鬆散；企業的從

屬關係較為明顯，各單位間組織成員基於達成單位目標之原則，易產生

組織共識及文化，易凝聚向心力。 

    （四）決策模式不同：學校組織屬於大眾事業，在決策過程中必須

徵詢各相關團體的意見，如家長會、地區教師會等；企業在決策過程中，

基於目標一致之原則，可簡化決策程序，對於參與人員亦有約束力，故

可較有效地執行組織計畫。 

    （五）外在影響因素不同：學校必須接受教育行政機關的監督，再

加上社會團體及家長會的介入等，使得學校外在變數相當複雜，雖然校

際間競爭壓力不若企業明顯，但在考量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學校要將原

有文化實施變革，並非短期內可達成。 

    陳賢舜（2005）將企業組織和教育組織內涵之差異整理如表 2-11，

以做為教育組織在採用企業管管理理論之參考，並可延伸探討其運用之

可行性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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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企業組織和教育組織內涵之比較 
            類型 

差異 
企業組織 教育組織 

組織特性 經濟生產導向、爭取資源與

利潤 

創造、保存、傳遞特有文化與價

值觀 

組織目標 重視公司（組織）的生存發

展 

主要重視個人（學生）成就發展

組織目標清晰程度 清晰 模糊 

組織結構 緊密聯結 鬆散結合 

組織成員的情意表

徵 

重視理性因素 重視感性因素 

組織運作的歷程 重視結果階段（利潤成長） 重視過程階段（學習過程） 

組織爭取之對象 滿足經營者、股東、顧客、

員工 

滿足學生、家長、教職員、教育

行政人員、教育團體 

組織特性 靜態 動態 

組織型態 生產性、經濟性、功利性 服務性、養護性、規範性 

資料來源：引自六標準差管理及其對教育行政管理之啟示，陳賢舜，2005，中華人文社

會學報，2，16。 

     

企業理論之發展對於教育組織運作具極大助益，特別是企業組織之

創新與變革之作為，都比教育組織來得快許多，企業管理所展現之高效

能與高效率，都是教育組織應學習和仿效的重點；再加企業組織和教育

組織皆為組織的類型之一，其組織目標雖有差異，惟其革新內涵及變革

趨勢具相通之處。是以企業組織革新的發展在教育組織之應用，深具時

代意義。 

李新鄉（2003）指出新興之企業組織理論對教育界產生了四大影

響：（一）組織結構與成員心理之再造與創新；（二）領導者角色之改變；

（三）專業決策能力的養成以及充分的授權；（四）共同願景與團隊精

神。本研究認為新組織理論是將組織之營運問題，從內部轉向外部。畢

竟，忽略了外在環境的變化，內部結構與運作再好，也終將失去市場。

以近年之數位音樂隨身聽市場為例，1999 年日本 Sony 即已發現數位音

樂隨身聽之趨勢，但經評估認為市場不大故並未加以重視。美國蘋果電



 
學校組織動態能耐評量指標建構與實證之研究 

 104

腦公司卻認為此為一塊大餅，並深耕 iPod 數位音樂隨身聽市場。今天，

iPod已成數位音樂隨身聽的霸主，Sony雖在 CD隨身聽稱王，但卻因錯

誤之估計而失去成為數位音樂隨身聽霸主的機會（詹偉雄，2005）。 

 

二、教育組織與動態能耐 

未來的組織必須具有三 F，即速度（fast）、彈性（flexible）、焦點

（focus），教育組織也不例外。任何組織若無法趕上環境變遷的腳步、

無法隨時調整策略創造經營績效、無法深耕本身極具優勢之利基市場，

將無法久存。Bartlett 和 Ghoshal（1996）即指出成功的組織是能夠先決

定一個優先順序，然後集中火力去進行改革，以成為更有彈性、反應迅

速的組織。面對超競爭、模糊、無界限、產業融合（industry fusion）、

以及去差異化的挑戰，組織體認其不可能也不應該承攬所有事或完成所

有事。組織應專注於核心事業，而將非核心事業外包出去或者向其他組

織購買。 

以學校之決策為例，成功的組織會不斷檢視其策略與營運方向之正

確性。因為它必須不斷重新檢視組織營運範疇與目標、成功背後的假設

前提是否有所改變。例如三年前由於幼稚教育政策之關係，幼保學分之

需求大增，許多專科學校在當時即開設幼保學分班。部分決策較慢之學

校因為未及回應市場之需求而失去市場。因此，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來

臨，教育組織必須不斷回應外部環境的改變、內部求新求變、提升教學

品質與辦學績效，以保有競爭力。若要達到此目的，則可藉由管理學之

重要新興觀點來達成。到底如何才能維持組織之競爭優勢、組織應具有

那些能耐才能維持其品質與績效，長期以來為管理學之討論重點，也是

本研究之焦點。 

本章在第三節中已闡明動態能耐之意涵，也認為動態能耐為組織競

爭優勢來源與永久經營之關鍵。究竟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內涵為何？可

分為幾個層面？至今尚未有教育學者提出討論。 

企業界對於能耐之特質與分層面則有不少討論。Barney（1991）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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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織之能耐必須具有價值性、稀少性、難以模仿性、不可替代性，才

能使組織維持其競爭力。Das和 Teng（2000）亦指出企業之競爭優勢在

於其擁有不可模仿、不可替代與不可移轉之能耐；張嘉雯（2001）指出

企業要能夠維持其競爭地位，則應採取差異化策略。由此可見，一般而

言，組織之能耐必須具有獨特性、不易模仿性、難以轉移等特性，才能

使組織之優勢維持。至於能耐應具有之面向，Leonard-Barton（1995）指

出能耐由四個構面所組成，分別為技術與知識、技術系統、價值觀與行

為標準及管理系統。其認為組織在經營的過程中若要能維持其品質與優

勢，強勢的科技能耐（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不可或缺。Mahoney（1995）

指出若要讓組織之能耐能有所進步，則必須掌握組織學習的過程。Senge

則指出未來組織競爭優勢的唯一來源是組織所擁有的知識，以及組織能

夠具有更快速的學習能力（Senge et al., 1999；2000）。Nonaka和 Takeuchi

（1995）認為組織之競爭優勢來源為知識，也即組織之智慧資本，故未

來組織之勝負是知識管理品質。Pierce 和 Hunsaker（1996）認為教育實

務已無法跟上變革社會所需的能力與努力，故教師應為的變革訊息主動

接受者，並參與專業發展活動是維持變革的動力。Teece 等人（1997）

認為組織之動態能耐可由組織與管理程序、定位與路徑三大層面來評

估。其中，組織與管理程序包括了組織協調與整合、學習、重組與轉換

能力（與知識管理有極大關係），定位則為組織在市場之定位，亦包括

了各類型之資產，路徑則分析組織之路徑依賴性與科技機會，此部分經

Todovoric（2004）之研究顯示為學校組織乏善可陳之處，難以測量。Daft

（2001）指出組織之脈絡構面（contextual dimensions）是由組織的外在

環境、組織的目標與策略、組織規模、組織所採用的科技、以及組織的

文化所組成。王振州（2000）指出近年來由於環境變化快速，組織在策

略的制定上不能只考量目前應該如何有效地運用資源，還要思考何種資

源是攸關未來組織發展所必須要具有的。故組織經營策略將不能侷限於

發揮既有的優勢，而且也要思考未來優勢要如何累積，故組織知識管理

及組織學習皆為組織動態能耐之重要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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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分析 

綜觀上述學者之觀點，並以 Teece等人所發展之動態能耐觀點為基

礎，本研究從行政整合、學習、知識管理、策略彈性、創新、科技應用、

定位、核心僵固等八個層面來探討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以進一步瞭解

教育組織動態能耐之內涵。 

 

一、行政整合（administrational integration） 

（一）行政整合的意涵 

行政整合是指組織整合各部門的活動以完成組織各項任務的過程，

其為組織中不斷進行的程序，當組織部門整合程度愈緊密，則效率與效

能愈高，組織愈具有競爭力。 

就組織而言，管理程序的重要性不言而喻。面對愈來愈開放的世界，

組織所面對的問題也愈來愈複雜，是以管理能力對於組織的成效與發展

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從動態能耐之觀點來看，其更強調組織對於外部

與內部資源之協調整合能耐，並將相關資源進行最佳使用，以應付外在

環境之需求，增進組織本身之強度。故組織之整合協調能力，為組織競

爭優勢之來源。 

Grant（1991）認為一個企業之組織能力（organizational ability）不是

在個別的功能上，而是能將不同的功能予以協調與整合。Bartlett 和

Ghoshal（1996）亦指出經營績效之良窳，是建立在組織兩大核心能力上，

其一為個別單位之能力，其二為所有單位有效整合之能力。Greenfield

（1993）指出未來之組織不再是一個機械式的（mechanistic）結構，而

是一有機的（organic）的結構，由人類之行為作用所創作的。有機的結

構為符合未來時代重要趨勢之組織型態。在有機結構中，較有影響力的

組織成員通常是那些具備技術或市場行銷知識者，而非組織中的高階主

管。這能使他們作出最符合市場的決策。在組織溝通方面，有機式結構

重視平行而非垂直的溝通，例如產品設計者直接與行銷人員溝通，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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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主管，這有利於創意的交流。在權責劃分方面，有機式結構之工

作職責劃分較不明顯，組織成員能有更多的機會接受新觀念，並客觀的

運用這些觀念。最後，有機的型態強調資訊的交換，而非來自某些中央

單位的單向訊息（參見表 2-12）。 

 

表 2-12  有機結構與機械式結構之差異比較 
            類型

差異 
有機的（organic） 機械式的（mechanistic） 

1.組織權力結構 專業人員及擁有知識的人員具

有影響力。 

組織層級中的高階經理較具影響

力。 

2.組織溝通 溝通是平行的，例如行銷人員及

研發工程師直接溝通且接觸頻

繁。 

溝通是沿著階層的垂直式溝通，大

部分由主管告訴部屬下一步該怎麼

做。 

3.權責劃分 工作責任劃分較不清楚，對新觀

念的評估及接受較為客觀。 

明確劃分工作責任歸屬。 

4.訊息傳遞方式 強調創新的交換，而非由上至下

的單向訊息傳遞。 

強調資訊由上至下的單向傳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此觀之，有機式的組織重視彈性之結構管理與資源交換，並注重

外部環境對組織內部的衝擊，內部之回饋系統亦能適時進行調整與創

新，讓組織保有競爭力。最重要的是，有機式的結構淡化部門間的區隔，

在部門資源共享、互換的前提下，讓部門間之整合程度提升並達成組織

之目標。 

Hill和 Jones（2002）指出組織之資源協調與整合能力能使組織生產

力提高。資源整合能力為程序導向，其不但橫跨各部門，而且還可能存

在於價值鏈的任一部分。例如，在製造上的能力可包括有效率地大量製

造、生產流程持續改進的能力及製造的彈性與速度等。行銷和銷售能力

則包括品牌管理、回應市場趨勢、銷售執行的效果等、配銷通路的效果

和速度及顧客服務之品質。故組織之資源整合能力可存於一般管理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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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產品設計與研發（引自李茂興、沈孟宜譯，2002）。 

吳清山（2005）也指出學校若要提高競爭力，則必須發揮最少的成

本、時間和人力，得到最大的利益。成功的組織是能夠隨時適應各種內

在變化，在人力、時間、經費或資源做整合，以解決問題，發揮效果。 

司徒達賢（2005）將管理的核心本質界定為「整合」，並以「整合」

的觀念來解析各種管理行為，且進而利用「整合」來詮釋行銷、財務、

人事等功能領域在組織中的作用與角色。他同時指出組織中大部分的人

員皆可分擔一部分的管理與整合的工作，若大家都能積極主動地負起一

部分整合的責任，則組織的運作必然更為順暢。基於此，組織中所謂「授

權」與「分權」，其最終之目的皆為「整合」。 

 

（二）行政整合與學校動態能耐 

行政整合在 Teece等人的觀點將之歸為協調與整合，為組織程序中

最為重要的層面。Teece 等人（1997）認為組織程序為組織在執行各項

活動的方法、過程、步驟或是其慣例等，此為組織動態能耐之所在。他

們舉了一個例子：若人們拋棄行車時向左或向右行駛的慣例時，將是何

等混亂？在整合之過程中，組織之慣例成了引導組織成員、協調組織成

員分工合作、整合各部門活動及分配資源之重要基礎。當組織結構能更

有效協調整合內部與外部資源、人力、物力時，將使組織更具有競爭優

勢。例如，在學校中，若部門權力結構減少，不必大小事務都必須向主

任或校長報告才能處理，將有助於提高組織效能。 

在整合過程中，應如何加速整合之效率？Grant（1996）指出有以下

三大因素會影響整合效率： 

（1）共通知識的水平（the level of  common knowledge）：即指組織

內成員是否擁有共通的語言、知識概念、經驗、文化認同、人際網路、

專屬知識分享程度等皆會影響整合效率。 

（2）任務發生的頻率和變動程度（frequency and variability of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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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若相同問題或任務經常發生，變動不高，則因組織成員

已具備相關經驗而使得整合效率很高。若所面臨之問題或任務不常發

生，且先前並未具相關處理之經驗，則整合效率將降低。 

（3）結構（structure）：組織結構的設計須為能降低組織內部溝通

範圍及密度，才能增加整合效率。例如扁平型組織其效率高於塔型組織。 

  換言之，組織之整合要能達致更高的效率與效能，還必須考量組織

成員之想法、觀念、契合程度，以及任務發生頻率與組織結構等因素。 

 

關於組織管理與程序對於組織整合能耐程度影響之研究，在教育行

政之研究雖相當少見，在管理學領域則頗受重視。企業界進行許多組織

再造與程序再造之研究，即希望能夠瞭解最佳之組織程序為何，以促使

組織能夠改變其結構與行政程序，使行政之效率提升。除此之外，建立

組織成員唇齒與共的精神，在互信、互助的氣氛下朝組織願景前進，是

非常重要的。 

Iansiti和 Clark（1994）之研究中將組織整合能耐分為外部整合能耐

與內部整合能耐。外部整合能耐是指組織隨時掌握外部資訊與產業變動

來調整內部之策略，可包括「顧客整合」與「技術整合」兩個次層面；

內部整合能耐是指組織密集協調各子單位，以充分發揮各單位之功能達

成組織目標，其可包含「部門整合」與「共同問題解決」兩個次層面。

詳細之題項如表 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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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組織外部整合能與內部整合能耐之指標 

指
標 

分
層
面 

指標 

A. 
 
技 
術 
整 
合 

1.是否存在整合團隊？ 
2.是否設置專門的整合團隊？ 
3.整合團隊與工廠是否天天保持聯繫？ 
4.整合團隊是否解決生產上的問題？ 
5.生產過程的核心是否由整合團隊主導？ 
6.整合團隊是否重新配置不確定的資源？ 
7.整合團隊是否主導設備的決策？ 
8.整合團隊是否與電腦系統設計者直接溝通？ 
9.整合團隊是否與零組件設計者直接溝通？ 
10.是否存在技術專家？ 
11.專案經理是否為技術專家？ 
12.整合團隊組員是否為 T型之專家？ 
13.廠商是否循環做持續性的努力？ 
14整合團隊是否做持續性的循環努力？ 

外

部

整

合

指

標 

B. 
顧 
客 
整 
合 

1.概念創造者是否能影響行銷決策？ 
2.概念是否透過跨功能的討論而產生？ 
3.概念產生與產品規劃步驟是否是同步的？ 
4.概念創造者是否執行產品的規劃？ 
5.概念創造者是否執行設計或定義整體的系統架構？ 
6.是否同時發展概念與造型（僅指汽車產業）？ 
7.是否同時發展設計、造型與引擎選擇（僅指汽車產業）？ 
8.是否同時發展技術選擇與專業的架構（僅指電腦產業）？ 
9.是否由產品經理執行概念的產生？ 

A. 
跨 
功 
能 
整 
合 

1.是否存在專案經理人？ 
2.專案經理人所負責的發展範圍是否廣泛？ 
3.專案經理是否執行產品的規劃？ 
4.專案經理是否執行系統的設計？ 
5.專案經理是否執行概念的產生？ 
6.專案經理對於產品工程是否具有影響力？ 
7.專案經理人與相關人員是否直接進行溝通？ 
8.專案經理人與相關人員是否具有影響？ 
9.專案經理人對於其他部門人員是否具有影響力？ 
10.專案經理人與市場是否有直接的接觸？ 
11.是否擁有專任的發展核心團隊？ 

內

部

整

合

指

標 

B. 
共 
同 
問 
題 
解 
決 

1.關於產品與流程的設計，個體之間是否擁有良好與直接的溝通？ 
2.關於產品的設計與製造，個體之間是否擁有良好與直接的溝通？ 
3.是否於早期階段便考慮關於生產的相關資訊？ 
4.產品與流程的設計是否同時進行？ 
5.專案團隊是否參與流程的設計？ 
6.是否具有快速建立原型的能力？ 
7.於早期是否具有建立原型代表流程的能力？ 

資料來源：引自企業動態能力之探究與衡量（pp.32-33），余雅文，2003，國立嘉義大學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嘉義市，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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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siti 和 West（1997）之研究指出優良的科技整合可使得組織之 R

＆D部門的生產力與速度大大提升，並發展出優質的產品。Marsh與Stock

（2003）之研究指出組織若欲發展出長期之競爭優勢，則必須用心去發

展與培養動態整合能耐，因為這些能耐能促進產品發展動力，進而建立

未來產品發展所需要的科技與行銷能耐。 

管理學有句名言：「利潤是市場決定的，只有成本是自己控制的」。

由此可知組織之行政程序管理可決定組織之成敗，行政部門緊密整合之

程度與組織能耐密切相關。 

 

二、學習（learning） 

（一）學習的意涵 

依動態能耐架構之觀點，學習力亦為組織是否具有動態能耐之重要

指標。競爭力關鍵在於其能否快速外部獲取資源，故組織若要破除競爭

力不足的窘境，則必須使其每位成員都成為學習結構體之重要成員，加

速組織內部核心知識之提昇。 

組織學習理論及其實踐為當今企業組織管理上的顯學。組織面對外

界快速變遷的環境，為了保持領先優勢，必須徹底改變組織傳統做事的

方法，以及比競爭對手「學習得更快」，不但能了解現況，更要有勇氣

預測未來，接受新的挑戰。Senge在 1990 年的著作《第五項修練》（The 

Fifth Discipline）中即指出組織未來唯一持久的優勢，在於其有能力比其

競爭對手學習得更快更好（Senge, 1990）。Senge即認為由於「學習的無

能」（learning disability）導致許多公司在未滿 40 年之前就已經倒閉的噩

運。在其他兩項針對美國前五百名大公司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同樣的結

論。能夠生存超過 75 年之組織都具有在最低成本的經濟原則下進行實

驗的能力。此種實驗讓組織能夠持續地探索新的事業經營方式、發現組

織的機會，也可進一步地創造成長的新資源（蘇哲仁、林家五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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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組織學習觀點重視組織之學習活動，以組織動態的學習過程、

能力為內容，以組織知識之流量為研究重點。而 Senge所提出來之學習

型組織不是將重點置於學習環圈的動態過程，而是在形成一個有利於組

織不斷演進與學習的價值觀、文化與原則。 

Vos和 Dryden在《學習革命》（The Learning Revolution）一書中指

出：學校是過去五十年來，始終沒有太大改變的地方之一。但是二十一

世紀的營利或非營利組織逐漸變成有機式學習型組織，所以教育行政領

導者面對未來更劇烈的變化與競爭時，必須從現在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

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站穩腳跟，保持優勢（林麗寬譯，1997）。 

Senge 繼第五項修練一書之後，1994 年出版《第五項修練實踐篇》

（The Fifth Discipline Fieldbook），以及 1999 年《變革之舞》（The Dance of  

Change）等書。儘管是為商業組織而撰寫的，但教師、學校行政人員，

以及關心學校之社區人士佔有相當高的比例。因此，為了順應教育界之

廣泛需求，又在 2000 年出版《學習型學校》（Schools that Learn）實踐篇

一書。可見如何將學習型組織應用至教育界或發展學習型的學校，已是

許多教育人員的共同關注焦點。 

由此可知，未來的組織其所必須具有之生存，即是具學習能力的組

織。依 Senge的觀點，在學習型組織中，人們得以不斷擴展創造能量，

培養全新、具前瞻性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力實現共同的願望，並持續

學習如何學習。Senge 將重點置於組織如何建構出一套能適應大環境變

化的方法。一些學者則嘗試對學習型組織下定義。Kochan 和 Useem

（1992）認為學習型組織不單指個人或組織方面學習，學習型組織事實

上涵蓋個人、團體、組織的學習，組織的目的則是為了達成組織的願景。

Robbins（1996）認為所謂的學習型組織是指一個組織已經發展出不斷對

環境應變與改善的能力。Dale（1997）則認為學習型組織必須承認系統

中固有的渾沌狀態，並能夠從複雜的生態中發現其秩序。Redding（1997）

認為學習型組織是整個組織、團體的學習，而非個人的學習，而組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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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程度，是依其對快速變遷環境的應變能力而定。綜言之，學習型組

織強調組織對於外在環境改變時的應變能力，重視組織學習，以隨時調

整組織結構，因應轉變與變革。 

學習型組織的興起，並非是偶然的理論創見，而是經歷了經濟系統、

社會系統、學術系統改變後的產物。在經濟系統方面是受到經濟全球化

的挑戰、在社會系統方面是因為終生學習社會的來臨、在學術系統因素

方面是發生物理學典範遷移。這種種的因素交織而造就了學習型組織理

論的形成。 

自 1980 年代以來，企業歷經了新典範的洗禮，在觀念上也有相當程

度的轉變。特別是 1990 年代影響極大的渾沌理論，其標榜外在環境的

不確定狀態，隨時都可能出其不意帶給人類驚奇。以這波全球經濟衰退

的快速程度讓不少企業家跌破眼鏡，一旦企業不具有良好的環境適應

力，必在慘烈的競爭中倒地陣亡。組織環境的適應力必須有賴於平常之

組織學習。而這一切，就必須視組織成員本身是否具有學習力與環境抵

抗力。 

 

（二）組織學習與學校動態能耐 

組織學習概念起源於 1970 年代，首先由 C. Argyris與 D. Schon提出。

在他們著作的《組織學習：行動觀點理論》（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一書當中陳述組織學習的單圈組織

（single-looped organization）與雙圈組織（double-looped organization）的

概念，單圈組織又稱適應性組織（adaptive organization），指利用組織歷

程性的工作來達成組織的目標，在組織的基本假設上並無顯著的改變；

雙圈組織又稱生產性組織（generative organization），指組織利用經驗系

統重新評估組織目標、改變組織價值與其組織文化（Gordon, 1996）。學

習型組織的學習類型又可分為三大類：單環路學習（ single loop 

learning）、雙環路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以及再學習（deut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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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所謂單環路學習是指組織內部所設計的一個診斷、與監視錯

誤並且矯正錯誤的機制，換言之，針對組織行動策略，例如：達成規範、

目標與績效標準的方法，所進行的偵測與矯正過程即是。這種學習機制

的設計，容易產生「刺激反應」的行為特徵，因此比較適用於穩定的組

織，這種學習方式又稱之為適應性的學習。雖然多數組織現階段的學習

機制大致屬於上述類型，但是單環路學習，明顯的有其不足，畢竟沒有

一個組織既有的規範與標準永遠能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所謂雙環路學

習，除了進行單環路的學習模式之外，更進一步去檢視組織規範、目標

及可能存在的錯誤假設，並予以矯正。因此，雙環路學習是一種創新的

學習，學習結果不只產生表面的變革，更可以造成組織深層結構的改

變。（三）再學習乃是上述兩種學習經驗的轉化與再應用，藉此過程內

化成為組織的能力。由於組織很可能面對相同的問題，或者類似的情

境，因此，組織經過單環路或雙環路學習過程後，所產生的學習經驗，

可成為未來自我解決問題的基礎，藉由再學習的發生，提高組織解決問

題的能力。 

    Senge 的第五項修練使國內許多企業組織與學校組織興起一股學習

風潮，而其目標是要建立學習型組織，而且第五項修練的本質是心靈的

革命，也為所有領導人揭示了美麗的藍圖，並且透過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徹底改造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建立共同的願景（shared vision），與不斷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等

經營策略以應付瞬息萬變的環境。「系統思考」乃強調領導者乃至組織

成員針對問題要能全方位透視，要有見樹又見林整體的宏觀思考，致力

了解各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心智模式的改變」則強調組織中成員互

相分享新的觀念，並且必須不斷釐清、反省並改進個人內在的基本價值

觀念。「建立共同的願景」強調組織成員具有共同的目標，不是長官與

部屬層級關係而是夥伴關係，尤其透過深刻的反省，為組織的未來發展

具有奉獻與承諾（commitment）的意願。「團隊學習」是藉由「深度對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5

話」，使成員打開心胸，拋棄成見，而發揮群體總合能力。「自我精進」

則希望組織能重視人文精神，每位成員能體認生命的意義，並且明確地

獲知自己的責任，培養出自己的使命感（蕭武桐，2002）。 

Cohen和 Levinthal（1990）以吸收能力（absorptive capacity）來說明

組織對外學習新知的能力，而此能力為組織能不斷精進、創新的動力來

源。組織吸收能力即為組織辨識、吸收與開發外部知識的能力。此能力

與組織是否能建立起龐大的相關知識有很大的關係。具有高吸收能力之

組織擁有知識資產亦較多，包括基本技能、共享組織言語與資料庫、先

進的科學及技術知識。在他們的研究中亦發現設有專責人員（specialized 

actors）進行外部環境之資訊移轉至組織內部，對於組織之績效表現有

相當大的幫助。由此可知，組織之學習力與吸收能力為組織能夠屹立不

搖的重要因素。雖然組織學習能力能讓組織之知識不斷提昇，然而組織

之知識吸收並非想像中那麼容易。 

Leonard-Barton（1995）認為當組織發現其所需之重要策略性資產匱

乏或是不能從內部獲取時會產生能耐落差。若組織無法從外部快速獲取

相關知識，則其競爭優勢將難以維持。外部知識相當繁雜，為使外部之

知識能夠快速移轉並成為可用之知識，必須有強大之學習機制。因此，

組織必須監督外界的技術變化，透過學習機制將來自外界之知識導入。

而此學習機制也必須與外界維持互動，使組織之發展與環境同步。

Leonard-Barton（1995）也認為組織一旦需要新的知識，可從外部尋找，

外部知識來源包括大學、其他公司（競爭者與非競爭者）、銷售廠商、

國家實驗室、顧問、客戶等。他也提出一些管理策略來加強組織知識吸

收能力，這包括：（1）建立滲透性疆界：包括廣泛地掃瞄、培養跨疆界

者、鼓勵引用外部專業知識等。其中，所謂跨疆界者就是同時瞭解組織

與外部世界的人員。比如兩家公司策略聯盟時所派駐對方公司的人員即

為跨疆界者，而這些人員能夠充當兩邊的翻譯員。因此，公司必須慎選

充當跨疆界者的人員，應該指派較具經驗的組織成員來擔任，同時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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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們在此項工作上的連續性，以強化聯盟關係。（2）培養評估科技的

能力：評估科技潛能、來源的專門性與知識儲存的定位。（3）填補組織

落差，也即是把吸收的知識轉化成組織可供使用的形式。 

 

面對二十一世紀知識經濟社會的來臨，各國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也力

求學校角色的轉型，過去一板一眼之學校管理已無法滿足當前快速的知

識流動。因此，如何在保有基礎知識教育的原則，又能兼顧市場知識的

學習，則需由專家學者共同研議。由於知識經濟教育模式是以知識為核

心，並結合科技、創新、網際網路、全球化、新經濟導向等因素的新興

教育方向，故學校未來不得不面臨轉型問題。未來的學校組織為維持競

爭優勢，組織之所有成員（包括校長、行政人員、教師與學生）皆須處

於不斷學習與不斷成長的狀態。校長與行政人員必須掌握外在環境趨

勢，並不斷吸收新知識與理論，教師必須持續其專業發展，而學生也須

達到學校所要求的學習水平。家長與社區相關人員也應該瞭解如何協助

其孩子獲致成功。一個動力十足的學習型組織將可以讓組織成員不斷改

造與進步。以美國為例，S. J. Weller和 L. D. Weller（1997）的研究指出喬

治亞州一個鄉下的高中特地建立一系列的架構來使學校成為學習型組

織。Duden（1993）檢視了塔拉哈西（Tallahassee，為美國佛羅里達州之

首府）地區的小學，發現這些小學已經從強調組織效能變革成為強調品

質的學習型學校。 

Simonin和 Helleloid（1994）從企業組織競爭策略計畫擬與策略選擇

之觀點出發，將組織學習策略視為提昇企業組織競爭力的手段，而提出

組織學習策略模式，如圖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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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知識  組織學習  組織核心知能  競爭優勢 

 

 

 

 

 

 
圖 2-8  Simonin和 Helleloid二氏之組織學習策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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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2-8可知，Simonin和 Helleloid（1994）認為組織之持續競爭優

勢，來自於組織核心知能的不斷強化與成長，而此核心知能完全仰賴組

織的學習。組織經由資訊與知識兩大管道進行組織學習，而其具體之組

織學習行動包括知識獲取、知識處理、知識儲存與知識增補等四大途

徑，經由這些行動將現有之組織核心知能進行改善或加強的動作，使組

織核心知能獲得提升，而建立持續性競爭優勢。 

依 Teece 等人的觀點學習包括幾個關鍵的特性：（1）學習牽涉到組

織與個人的技能。個人技能與價值觀與其工作息息相關，學習的過程又

極為複雜，其可能透過正式的交互學習，也可能是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

發生。學習通常需要有共同的溝通慣例及事先說好的蒐集程序。（2）組

織之知識是產生於新活動模式、慣例或是新的組織邏輯。組織透過團體

互動而產生新的學習，譬如對日常營運時所遭遇到的特定問題提出解

答，皆屬於學習。動態能耐基本上為一協調性的管理過程，其歡迎任何

組織間與組織內的學習（Teece et al., 1997）。 

    在商業界，組織亦可透過對領域中「最佳典範」的學習，來增進本

身之競爭力，即稱標竿學習（benchmarking）。標竿學習是一個流程，此

資訊 

知識 

知識 

◇知識獲取 

◇知識處理 

◇知識儲存 

◇知識增補 

現有核心知能

提昇核心知能

短期競爭優勢

持續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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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不但可以用來了解競爭對手，也可以用來了解任何組織（不管是競

爭對手或非競爭對手、大型或小型、公營或私營、外國或本國）。最主

要的關鍵在於：找出特定成功企業之共通衡量標準，然後再找出這些成

功者之因素，做為追求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在瞭解這些成功企業的

過程，並非只是進行結果或成品之優劣評比，而是要包含流程（process）

之學習，包括該成功組織之服務是如何設計、製造、行銷以及進行售後

服務。標竿學習為一持續的流程，且為向他人學習的過程，而非僅止於

抄襲或模仿。 

    依 Spendolini之觀點，標竿學習可以分成三大類型（呂錦珍譯，1997）： 

    1.內部的標竿學習（internal benchmarking）：很多組織的營運，不止

於一個地點、一個部門、一個單位、或一個國家。在不同的環境從事類

似的活動，則組織內部必須有一套絕佳的工作流程才能夠在分化組織的

鴻溝上搭起橋樑。 

    2.競爭的標竿學習（competitive benchmarking）：競爭的標竿學習包

含認定直接競爭對手的產品、服務及工作流程。競爭的標竿學習之目

的，是找出競爭對手的產品、流程及經營成果的特定資訊，然後再與自

己組織的類似資訊作比較。競爭之標竿學習，有助於為自己組織的產

品、服務及流程進行市場定位。雖然競爭對手之作業方式不見得是相關

行業翹楚或是行業最佳作業典範。不過，這類資訊卻很寶貴，因為競爭

對手的作業方式，會直接影響顧客、潛在顧客之觀感。 

    3.功能（通用）的標竿學習（functional/generic benchmarking）：功能

的標竿學習，目的是從一些已經在特定領域樹立起卓越聲譽的組織中，

找出最佳作業典範。通用的標竿學習則是把注意力集中在優異的工作流

程上，而不是集中在某個特定組織或特定產業的最佳經營典範。 

    但實際標竿學習所涉及之層面相當廣，例如：標竽的成功因素涉及

的資源和能耐，是否也同時具有並能互相配合？標竿的成功因素是否真

能被複製？若人人都能成為標竿，那麼標竿的獨特性何在等等。 

    關於組織學習能耐之衡鑑指標，國內外皆有豐碩的研究成果。S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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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將組織學習分成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立共

同願景與團隊精神。Wick 和 Leon（1995）建構學習要素包括願景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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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研究部分，張奕華（1996）將組織學習分成系統性思考、全面

品質管理、團隊學習觀念、應用資訊科技等四個構面，各構面之α值皆

大於.80，信度良好。其研究亦發現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效能有顯

著之正相關，也即是說學校愈傾向於學習型組織，則學校效能愈佳。張

志正（2000）研究將組織學習分成資訊蒐集、系統思考、團隊學習、創

意精進四個層面，各構面之α值介於 0.82至 0.95之間，整體α值達.96，

信度良好。國民小學團體動力、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之

關係，結果發現組織學習與團體動力、學校發展策略有密切關係，而組

織學習較佳的學校亦有較高的學校效能。 

魏惠娟、林怡禮、潘慧玲、張明輝和陳嘉彌（2003）分析台灣地區

37 所國中、51 所小學進行驅動學校組織學習的因素分析，其「組織學

習過程」問卷包括組織學習過程與結果兩部分。檢視學校進行組織學習

的程度，指標包括組織學習與個人、小組及學校組織學習的影響、合作

技巧的改進，不同領域改變的情形，對小組學習成果滿意情形，以及學

習結果反映在學校政修正與工作程序之修正情形，因素分析結果組織學

習過程問卷之α值為.81，組織學習結果問卷之α值為 0.77。 

劉鎮寧（2004）以三大指標系統來衡鑑學習型學校，此三大指標系

統分別為學習系統指標、知識管理指標、行政系統指標。學習系統指標

共有「個人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學習環境」等四項二級

指標；知識管理指標包含「知識選取」、「知識創造」、「知識儲存」等三

個二級指標。行政系統指標則包括「校長領導」、「學校願景」、「學校結

構」、「行政配合」、「學校文化」等五項二級指標。其中，學習系統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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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體指標的權重分配值最高，為 43.6％。 

 

三、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一）知識管理之意涵 

在瞬息萬變、日新月異的資訊社會，知識經濟儼然成為社會脈動的

主流。「知識」獨領風騷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林海清，2002）。未來的

組織推動力不再是有形資產（如機器、設備）的多寡，而是無形資產（如

專利、技術及知識等）為主。「知識」即成為經濟成長與提升國家競爭

力之最主要驅動力，一向以知識發現與研究發展為目標之學校組織，更

應以知識之發展與創造者自居。學校以知識之傳遞為主要任務，其競爭

優勢更在於此。組織中的成員不斷的交互學習，以不斷檢討與改進的方

式解決問題，使創新思維能不斷的擴散於組織，以使整個組織成為學習

的文化。學校組織建立彼此良性溝通機制，成員們相互學習，使整個學

校建立知識分享文化。 

知識管理為組織競爭優勢來源之重點。對組織而言，要在一個資訊

爆炸的時代生存下來，靠的絕不是運氣或組織的規模，而是組織本身具

有迅速適應環境變化、持續創新、達成組織目標的能力。組織本身之知

識管理與運用之流暢才能保有暢旺的競爭力。 

林東清（2003）指出知識管理雖不是組織成功的「充分條件」，但

卻是「必要條件」。由於 21世紀是個知識取代資本、勞力、且以全球化

競爭、組織反應時間快慢來主導成敗的知識經濟體系。而組織最重要的

策略資源，一旦競爭對手具有較佳之知識管理，則組織極可能會喪失競

爭優勢與發展能力。故知識管理為 21 世紀組織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

亦即組織若不具備此優勢資源，則將不具競爭力。 

依國際數據資訊中心（International Data Center, IDC）在 1999 年發

表的知識管理全球相關支出調查報告中，預測其將呈位數的快數成長。

事實上也是如此。在知識經濟時代則強調企業之創新能力，而一切則有

賴有效之知識管理。在知識經濟時代，快速學習是個人與組織長期維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21

競爭力的重要因素。而知識被視為是組織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也是重

要的資產。組織妥當管理其智慧資本，才能推陳出新，創造無限商機。

這就是為何知識管理受到各大企業矚目之因。知識管理乃是將組織的無

形資源創造出價值的過程，它是一個綜合的概念，其範圍涵蓋人工智

慧、軟體工程、企業的流程再造、組織行為及資訊科技領域。其主要功

能在創造、保護、合併、修正和傳播組織之內部和外部知識（Liebowitz, 

1999）。 

知識管理策略在二十世紀末快速竄起，被視為組織之重要動態能

耐，主要原因有三（林東清，2003）：一、組織外部環境之壓力加大：

隨著科技的進步、全球化網際網路的普遍，組織所面對的是一個球化、

快速、動態、激烈的市場競爭，對於產出之品質、多樣的服務需求、回

場市場時間，皆產生很大的改變，迫使組織必須不斷以更為快速、更高

品質及更加節省成本的方式來經營。為達此目的，必須要擁有優秀的作

業流程知識、市場知識、顧客知識、產品服務知識等，才能形成反應快、

效能高的組織。組織一旦無法充分利用知識來提升作業效率與創新應變

能力來回應市場的變化，則終將被市場所淘汰。二、知識成為競爭優勢

的來源：組織之間事實存在著知識的差異性，而組織可以利用運作此差

異來產生各種不同的差異化策略、經營模式、產品服務，強化本身的特

色。再者，知識是組織間最難模仿的核心競爭來源。任何組織都很難兼

顧所有的知識領域，故必須致力於堅守自己最優秀的核心領域。而且，

知識亦深深影響組織對契機之掌握、回應速度、內部重組與轉換之時間。 

組織一旦缺乏良好之知識管理將產生諸多問題而使組織喪失競爭

力。相關問題可參見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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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組織缺乏知識管理的主要問題與處理方法 

問題 問題徵兆 知識管理要解決的問題 

知識定義的失

敗 

組織無法明確瞭解內部存在哪

些知識。 

重複投資開發已存在的知識所

產生的浪費 

知識傳播的失

敗 

組織成員無法及時找到已存在

的重要知識。 

學到了經驗，但沒有分享。 

沒有從失敗中學得教訓，失敗

後馬上遺忘。 

優秀的個人專業能力沒有分享

相同工作，每次績效都不同 

知識只單獨存在某處，別人無

從得知 

常常重蹈覆轍 

隱性知識的流

失 

因組織成員的離職而流失了重

要顧客、夥伴關係、最佳實務

甚至利潤 

某些核心成員的流失損害了組

織的整合能力 

 

重要隱性知識只掌握在幾個關

鍵員工身上，很容易喪失。 

重要能力流失甚至流向對手。

知識的囤積 組織成員為了工作安全感與升

遷，不願分享知識 

協同合作只做表面功夫 

愈好的知識愈不流傳 

缺乏學習 既存的流程、經驗法則、知識、

技能已過時，且沒有人去更

新。 

沒有效率的經營模式與流程仍

然繼續使用。 

資料來源：修改自知識管理（p.31），林東清，2003，台北：智勝文化。 

 

具體言之，知識管理主要的任務在解決以下四項組織管理問題

（Gladstone, 2001; Zack, 1999, 2002）： 

1.不確定性：組織由於長期缺乏資訊或知識，使得組織成員在問題

解決方面產生不確定性，例如顧客對產品需求的問題，銷售人員缺乏足

夠的資訊與知識來解決，此時知識管理即可透過對消費者資訊與知識的

蒐集、紀錄、儲存與傳遞及分析重要的資訊，來降低需求預測的不確定

性。 

2.複雜性：在組織爆炸的時代，組織極可能因接收過量的資訊與知

識，無法簡化、歸納而造成組織成員更加矛盾與迷惑，無去歸納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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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而知識管理應透過過濾、篩選、整合的機制來簡化知識。 

3.模糊性：資訊的意義無法被解讀或認知時，模糊性因而產生。當

傳送者與接收者的經驗背景、專業知識、基本假設及雙方互信程度相差

愈多時，則在資訊與知識的傳達上就不被認同或忽視。知識管理即應透

過面對面的溝通或更豐富的媒體，來進行雙方知識的溝通與傳遞。 

4.模棱兩可性：當對不同知識來源的詮釋產生相互矛盾或衝突時，

則會產生模棱兩可的情況，讓人無法適從。例如學校之教師與各處室教

育人員都有些不同的理念與價值觀。此時，知識管理即必須透過實務社

群的「協調合作」來產生知識的互動與共識，以消弭衝突的現象。 

 
表 2-15  組織缺乏相關知識的類型、原因及後果與知識管理 

缺乏知識類型 缺乏知識的原因與後果 知識管理重點 

不確定性 資訊與知識缺乏，無法解決

問題 

蒐集、儲存、傳遞與分析 

複雜性 知識超載太多，產生困惑或

無法理出方案 

過濾、篩選、整合 

模糊性 知識的忽視與誤解，雙方無

法交流分享。 

溝通與分享 

模棱兩可性 知識的矛盾，雙方產生衝

突、不合作。 

協調整合 

資料來源：引自知識管理（p.31），林東清，2003，台北：智勝文化。 

 

    知識管理的對象是知識，但究竟什麼是「知識」，相關學者提出不

同之看法。Polani（1958；1966）、Nonaka 和 Tekeuchi（1995）將知識分

為隱性知識（tacit knowledge）與顯性知識（explicit knowledge）兩大類：

1.隱性知識：是指那些可用文字、數字、圖形或其他符號清楚表達的知

識（如手冊、書本、程式等）。簡言之，即指可定義、可擷取的知識，

而且溝通容易。2.顯性知識：是指那些比較複雜且無法用文字敘述之經

驗性知識，故是那些無法定義、難以擷取的知識，必須經由人際互動才

能產生共識的組織知識。 

OECD（1996）則將知識分為四大類：1.事實知識（know-what）：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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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與知識相關之「事實」。2.原理知識（know-why）：即指科學原理和自

然律則的知識。3.技術知識（know-how）：即指做事之技術與能力，例

如騎自行車的訣竅。4.人力知識（know-who）：即指知道誰擁有資訊及

方法的知識。 

紐西蘭資訊科技部科技顧問群（The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Group）在 1999 年提呈紐西

蘭政府的知識經濟報告書中指出，知識包括：1.事實知識：指相關之事

實之陳述性知識，重要性已日漸式微；2.原理知識：指有關對自然世界、

社會和人力的知識；3.人力知識：係有關社會關係和知道何人可作何事

的知識，在創新過程中知道關鍵人物有時比知道科學原則更為重要；4.

地點知識（know-where）5.時間知識（know-when）。在一個高度不確定

與動態的經濟環境中，地點知識和時間知識有愈來愈重要的趨勢，而原

理知識與人力知識則比事實知識更為重要（黃富順，2001）。 

不管知識之分類如何，Beckman（1997）認為知識具有互補性。例

如顯性知識與隱性知識之間，理論知識與實務知識之間呈互補的情況。 

知識管理並不只在做知識整理之工作，而是必須將有用的知識進行

最佳之運用。知識管理之基本流程如下： 

1.知識之擷取流程：組織要能進步，必須能有效、快速地及收新知

識以刺激成長，因此組織需要具備幾項重要的流程能力，譬如具備創造

新知識的能力、能從專案中獲取經驗與教訓的能力、可以執行外部標竿

學習及夥伴知識交流的能力，以及具備能執行內部最佳實務移轉的能力

等。 

2.知識之轉換流程：從外部擷取的知識必須通過交流、分享、移轉

才會產生力量，因此組織應具備幾個重要的流程能力，例如能將知識轉

化成新產品、新服務，甚至是轉化成對外的有效競爭策略與行動，或是

做為組織成員在知識創新方面能有效地歸納、整合、轉化、組織、更新

的能力。 

3.知識之利用流程：知識若不具執行力，則知識管理將失去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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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有的知識必須有效的被吸收與快速地轉化利用才有價值。故組織必

須能有效利用學習到的經驗及教訓學習，來提高工作流程的效率或不再

重蹈覆轍；能有效地將知識運用及發揮在新產品創新、問題解決、工作

效率的提升上；能有效地快速地將知識利用發揮於可以偵測到環境的變

化，以及指導競爭策略上。 

4.知識之保護流程：轉換後之組織內部知識即成為組織重要之競爭

武器與策略核心資源，故必須善加保護與儲存。組織必須儘可能避免外

部不適當之知識擷取、組織成員之智慧財產權的文化激勵措施，建立完

善的程序來保護相關的知識與技術。 

 

（二）知識管理與學校動態能耐 

Nonaka 和 Takeuchi（1995）將知識視為組織競爭力之來源。依其

觀點，組織若要能夠在快速變遷、日新月異的環境中取得競爭優勢，則

組織必須做好知識管理的工作。 

從組織競爭的角度觀之，知識是一種由資料或資訊處理所得到，而

能將之轉換化為具體技術，進而能製造或改良產品，提升服務之無形資

本，故在知識經濟時代中，衡量一個組織動態能耐大小之其中一項標

準，應是「組織智商」、「知識資本」、與「知識存量」等抽象概念。知

識管理之衡量指標必須兼從人事、財務、生產、設備、流程、服務等知

識化的程度來進行。具體言之，知識的效用性在於如何將知識的產生、

取得、分享、流用、創新及修正等功能，以系統性涵括於單一完整之管

理流程與架構中，亦即要增加知識之具體性，外顯性及可理解性、效用

性，進而能將知識產品化。綜言之，知識管理可採程序之觀點與動態之

觀點來定義。從程序之觀點，知識管理是指組織成員如何透過資訊萃取

的過程，來認識事物，並將其轉化為具體之實用知識，再經由制度化之

清點、整理、評估、學習、分享、運用、整合、維護及創新等過程。從

動態的觀點觀之，知識管理是指組織如何將個體知識能轉化成團體知識

能，將隱性知識外顯化，使得「知識」為組織產生實際功效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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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品昇（2000）綜合專家的看法，將組織知識管理的目的歸納成五

點：1.增加組織知識的存量與價值：組織中的知識可能存在於各式各樣

有形、無形的物體、作業程序或是組織成員的頭腦中，不論是組織內、

外或正式、非正式的知識形態，都應建立起讓組織成員易於存取及應用

的知識儲存處，如文件、資料庫、光碟片等，以累積並增加組織知識的

存量，並由儲存的知識中開發出對組織有利的新價值。2.建立知識網路：

組織中有絕大多數的知識是隱匿於組織成員的頭腦之中，此種隱性知識

既不易發掘，也不易分類或儲存；因此，組織應建立起以人與人溝通為

基礎的知識網路，讓員工可以更輕易地找到所需要的人，分享真正符合

需求的經驗與知識。3.建立有效率的知識使用環境：當組織建構起合適

的知識管理之相關軟體、硬體架構，還要能夠營造出讓組織成員更有效

率去創新、分享和運用知識的環境，以提昇員工使用知識的效率。4.組

織知識創新：將組織現有的知識加以發展成獨特的見解，並產生更有價

值的知識是組織管理者必須關注的重點。組織應積極地找尋具有潛力、

能夠使現存知識產生最大附加價值的學習機會與經驗，對組織的知識使

用越頻繁，知識能夠產生的效益也就越大。5.建立學習型組織：進步來

自於不斷的學習，因此組織必須盡其所能經由各種管道、多方面的學

習，才能順利的生存以及持續的擴展。 

Gold、Malhotra和 Segars（2001）歸納許多關於知識管理導入關鍵成

功因素的研究後，對 323家企業的知識管理負責人進行問卷調查以瞭解

影響知識管理績效的主要因素。其研究發現若要能成功地提升組織之優

勢，則必須具有良好的（1）知識管理執行能耐（KM process capability），

包括知識的擷取、轉換、利用與保護；（2）知識管理基礎能耐（knowledge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包括科技性的知識管理基礎能力、

組織結構性的知識管理能力、文化性的知識管理基礎能力。Gold等人的

研究亦指出知識管理的確可以提升商業組織以下幾點經營效率：1.新產

品/服務的創新能力；2.發現、掌握新商機的能力；3.各單位對產品開發

的協調能力；4.讓商品快速創新並上市的能力；5.對於環境突發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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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及快速調適能力；6.縮短市場反應時間的能力；7.提升內部流程的

有效性；8.降低資訊知識的重複性。此研究顯示了知識管理的重要性。  

大體上，商業界論及知識管理時，其目的即在進行組織之知識創

新。知識創新的範圍甚廣，包括新產品開發與改良、製程創新、服務創

新、策略創新、技術創新。這些創新活動與組織的競爭力有很大的關係。

以 IC 設計業為例，其產品之世代交替快速，若無法維持產品之創新，

勢必失去優勢。嚴重者，則被迫退出市場。在教育領域，王如哲（1999）

最早對知識管理進行深入之探討，確認其對於學校組織的正面意涵，並

致力於知識管理理論運用在教育領域之研究。他指出，雖然學校相對欠

缺外部環境之競爭壓力，較不易出現自發性之革新力量，然而教育組織

因內部人員彼此較少敵對或競爭之關係，故十分有利於發展知識分享的

文化，促進知識創新。 

張明輝（2002）指出近年來知識管理在教育組織中相當受到重視，

特別是學校組織中行政人員的流動性較高，學校行政的經驗傳承成為一

項相當重要的課題，如果吾人能將學校行政工作的內容及實際運作的流

程儲存於電腦之中，則將會降低人員異動所帶來的不便，使學校行政工

作能持續維持正常運作。目前已有部分學校將全年度的重要例行活動資

訊置於學校網站中，方便同仁隨時上網查詢，充分發揮知識管理的功能。 

在知識管理之評量上，國內外之學者發展了不少工具。由 Arthur 

Andersen 顧問公司所發展出來之知識管理工具（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 KMAT）為一相當優質之知識管理工具。該工具共有五

個部分，分別為：程序、領導、文化、科技及測量。藉由該項工具可以

測出組織在前述五部分知識管理實務領域之強度（O’Dell & Grayson, 

1998）。 

Bukowitz 和 Williams（1999）提出知識管理診斷量表（knowledge 

management diagnostic），透過此量表可協助瞭解組織知識管理不足之層

面，及以及尋得需要改進之處。該量表包括七大部分，每一部分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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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題目，其評量以強、中等、弱三個等級來對組織加以評量。 

David Skyrme Associates 所發展之知識管理量表（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共分為十個部分，包括領導、文化/結構、程序、

顯性知識、隱性知識、知識中心、市場效果、測量、人員、技術等層面，

每一部分皆有五個題目，共有 50題。 

台灣地區也發展出不少之知識管理評量工具。尤曉鈺（2000）以

David Skyrme Associates之知識管理評量量表為基礎，修訂發展出「學校

知識管理評量工具」。該量表經轉化使其適用於台灣地區學校情境，以

能反映出學校知識管理概念的實際運用情形。該量表共有十個層面，分

別為領導、文化/結構、程序、顯性知識、隱性知識、知識中心、市場

效果、測量、人員/測量與科技基本設施。 

賴文堅（2002）發展出高中職知識管理量表，該量表共分為八個層

面，分別為顯性知識、隱性知識、知識中心、領導、文化、程序、人員、

科技設施，各層面之α值介於.79至.94之間。各層面及題目如表 2-1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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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學校組織知識管理量表之層面及題目 
層
面  題    目 

1. 學校教職員經由文件檔案或校園網路，有立即可資利用的資訊與知識。 
2. 學校提供經過篩選且明顯有助於教學與行政工作的資訊。 
3. 學校中建立的教學與行政檔案、相關網站資料常受到維護與更新。 

顯
性
知
識 4. 學校有明確的教學與操作手冊，能提供教師運用於教學實務。 

5. 學校通常會安排教學上有優異表現者，擔任教學示範和觀摩，以增進教師教
學效能。 

6. 學校舉行教學觀摩時，該科老師多數會主動且積極參加。 
7. 學校會鼓勵資深或優良教師，透過專題研討與教學觀摩、觀書會或參與團隊

行動研究的方式，來傳遞與分享他們的教學知識與經驗。 

隱
性
知
識 8. 資深或優良教師會將自己的教學知識與經驗，製成文件或教學檔案，供他教

師參考。 
9. 學校圖書館已建立良好與完整的圖書與資料目錄，隨時均能掌握及查詢各學

科領域專業的出版品。 
10. 學校圖書館有專人提供圖書資訊查詢所所需各種諮詢服務。 文

化 11. 學校圖書館有儲存書籍與建立相關網路資源，提供閱讀、知識分享與研究的
空間。 

12. 學校行政主管會要求各單位管理人員，將知識管理納入本身的業務計畫之中。
13. 學校行政主管能提出知識管理的願景，並積極推動。 
14. 學校相關主管在重要會議中會將「知識與資訊提升」視為重要的議題並訂定

具體辦法來執行。 
領
導 

15. 學校中各單位主管會提倡學校知識管理的理念與作法。 
16. 學校教職員認為知識分享與創新是必須的學習歷程。 
17. 學校教職員間充滿開放和信任的氣氛，能鼓勵教職員自由的創新。 
18. 教師個人或教學研究會，會經常分享個人或團體的專業知識。 

文
化 

19. 學校老師大都有自我學習的共識：自己必須不斷的學習與吸收新知。 
20. 學校教職員學校已建立完備的機制，有可供教職員製作文件和分享資訊的參

考方式。 
21. 學校已建立蒐集個人與團體最佳教學工作知識的機制。 
22. 學校已透過文件製作和個人檔案分享，將良好實務工作者之知識做儲存與傳

遞。 
23. 教學工作上重要且關鍵的知識，本校已有文件檔案或已電子化，而能有系統

的提供學校成員查詢與利用。 
24. 學校已規劃出進行知識管理推動與計畫的制度或辦法。 
25. 學校有監控、蒐集並分類各種教學專業知識的系統性程序，以供教職員便利

運用與遵循。 

程
序 

26. 學校對於已經擁有的各種專業知識與資訊，會針對重要的知識（本校獨特的
教學方式與教材）訂定合理的規範來加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27. 學校有指派「固定或專門」的人員或單位來管理與建立教學或行政工作知識
資料庫。 

28. 學校中有專責的人員進行分類、摘述與傳遞學校中個人與團體的知識。 
29. 學校設有專人從事知識管理的規劃與推動。 

人
員 

30. 每一個學科領域，學校都有人負責展現良好教學工作實務並扮演別人的指導
者。 

31. 學校資訊系統相當完整，且能即時傳達所需訊息給學校教職員。 
32. 學校重要的資訊都會透過校園網路傳達給每位教職員。 
33. 學校教職員大都會透過校園網絡，立即分享文件資料與教學資訊與知識。 
34. 學校已建立學習網絡或實務社群之討論論壇或電子會議。 

科
技
設
施 35. 學校重要的會議場所有可供接續的資訊設備（如：電腦或網路），記載各項意

見且能隨時透過網路傳遞與交流意見（如網路留言版、聊天室、電子郵件）。

資料來源：引自高中職知識管理之評量工具發展與實證分析（pp.257-259），賴文堅，2002，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行政組博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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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壎（2004）建構學校知識管理之指標，分別從個人知識管理、

知識的轉換和組織知識管理來構成學校知識管理指標的構念，並以

CIPO模式（背景、輸入、過程、成果）來建構指標，經 Delphi專家評

估後將知識管理彙整為 15項指標。其中，背景指標包括學校制度結構、

資訊基礎建設；輸入指標包括資訊科技資本、學校網頁建置與學校知識

庫建置；過程指標包括人才的任用、知識管理策略、知識管理制度、教

師教學過程、行政運作過程；成果指標包括知識管理文化、知識管理願

景、資訊與通訊科技成果、知識管理評鑑與知識庫的成效。 

 

四、策略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 

（一）策略彈性之意涵 

1980 年代以來，產業環境變化動盪程度加劇，組織所面臨之挑戰愈

來愈大，因此企業必須學習靈活地面對環境變化與激烈的競爭，「彈性」

之概念逐漸受到企業組織之重視（Volberda, 1998）。未來之組織追求速

度與彈性，因為所面對之環境變化愈來愈快速，且變數愈來愈多。再加

上組織組織內部之創新或變革，使得組織必須因應環境變化隨時調整其

策略。換言之，組織決策與營運不可過度偏執或具有預設立場，而應以

開放、隨機應變之態度來因應。彈性讓組織擁有出奇制勝的能力。 

彈性一般上被定義為組織快速反應競爭環境的變化所產生的需求

之能力（Sanchez, 1995），因此其重視組織在面對壓力或變遷時的適應力

（pliability）、調適力（adaptability）與反應力（responsiveness）。組織之

彈性可分為防禦型與攻擊型兩種。防禦型之彈性著重於短期性的目的而

隨機式地回應需求的波動，而攻擊型的彈性則強調長期性目的，以較具

前瞻性之人力資源配置來因應市場與環境的變化（Evans, 1991; Volberda, 

1998）。策略彈性為組織之重組與轉換能耐，是組織為因應捉摸不定的

環境所建立之一種能耐。Eppink（1978）認為彈性是使組織能夠處於最

佳位置去成功回應環境改變的組織機制。他認為組織彈性包括作業彈

性、競爭彈性與策略性的彈性。Krijnen（1979）認為組織彈性是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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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產品的更新、轉換新的市場、技術更新等多樣的方式去改變市場的

結構，維持其競爭力。Krijnen認為彈性可分為四大層面：部門化的生產

效率、作業彈性、策略彈性與結構彈性。Aaker 和 mascarenhas（1984）

認為組織之策略彈性是指組織有能力去適應快速變遷的外在環境。Vesey

（1991）指出要打理好自己的組織環境，必須：1.改變和革新自然的且

每天進行；2.引用技術使得全體達快速的反應且正確的改變市場需要。 

綜上所述，策略彈性為組織因應環境快速變遷所進行之調整能力，

故組織必須對環境之變遷有高度之感應能力。依 Hitt、Ireland 和

Hoskinsson（ 2001）之看法，環境感應（external sensing）之內涵可包含

四個部分：1.環境掃描（environmental scanning）：包括定期地研究環境

的可能變化。透過環境掃描，組織可以界定環境中變革的先前徵兆，以

及正在進行中的變革。對於身處變動環境的組織而言，定期對環境掃描

是相當重要的。2.環境監控（environmental monitoring）：在環境掃描過

程中若發現某些變革的趨勢已然形成，則必須對這些變革進行監控，以

隨時瞭解發展狀況。3.環境預測（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即分析環境

掃描與環境監控所發現之趨勢與變革，對未來的可能發展的趨勢進行預

預，並判斷此一變化的發生速度。4.環境評估（environmental assessing）：

環境評估之目的在判定環境的變革與趨勢對於組織發展的影響，以及時

擬定對策。 

教育組織應重視之環境變數可包括：1.總體環境變數；2.人口統計

環境變數；3.經濟環境變數；4.社會與文化環境變數；5.政治/法律環境；

6.科技環境變數；7.自然環境變數 8.財務機構；9.家長與社會大眾 10.競

爭者；11.特殊利益團體等等。 

Volberda（1996）將組織彈性分為彈性分為內部與外部兩大類，依

速度與變化程度之不同而分為不同之彈性策略類別，其分類如表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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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組織彈性分類表 
 內部 外部 

建立慣性以達到作業

層次彈性 
High Speed, Low Variety 

內部作業彈性 
●縮短生產週期 
●降低存貨水準 
●彈性製造系統來建立快速反應

慣性 

外部作業彈性 
●雇用臨時員工 
●增加資源 
●保持供應能力 

調整結構 
Low Speed, High Variety 

內部結構彈性 
●工作豐富化 
●專案小組 
●改變控制系統 

外部結構彈性 
●從供應商獲得即時供
應材料 
●與供應商合作製造 
●與供應商合作設計 

策略改變 
High Speed, High Variety 

內部策略彈性 
●解構現行策略 
●應用新科技 
●更新基本產品內容 

外部策略彈性 
●創造新的產品市場組
合 
●運用市場力量阻礙進

入者 
●參與政治以影響貿易

規定 
資料來源：引自組織特徵、體制特性與產業創新成果的關係之研究（p.3），蔡敦浩，1998，

國科會研究報告。 

 

（二）策略彈性與學校動態能耐 

策略彈性為組織因應變化快速環境之能耐，其能隨時間的改變，掌

握某些關鍵性環境趨勢的彈性。Gardner（2004）指出組織現今面臨的是

一個變化程度愈來愈快之環境，必須具有高效率的結構來應對。而彈性

為適應不確定性與變遷之關鍵能耐。為因應變遷快速的環境，組織必須

具有策略彈性之能耐，才能增進其動態能耐。 

張明輝（2002）指出學校組織再造必須符合彈性、績效、專業與發

展等原則，其中在彈性原則方面，宜掌握空間、時間及人員等要素。在

空間方面，應適應地方及學校環境之需求。自地方制度法公布實施以

來，各縣市政府有其因地制宜的權限；而不同地區之學校亦有其不同的

環境與需求，因此應賦予各縣市及不同地區學校組織之彈性，不宜作一

致的規定。在時間方面，應能夠及時反應社會變遷。在人員方面，應能

夠適才適所，並視各不同地區及學校的情況進行彈性配置。事實上，在

1980 年代，Atkinson即提出「彈性企業模式」之概念，其所指是在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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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所需之人力時，無須像過往那樣一視同仁地長期正式雇用，而

是採彈性的做法取得組織運作所需要的人力（Atkinson, 1984；1987）。

Atkinson將組織人力分為三大類型，即核心人力（core worker）、邊陲人

力（peripheral worker）與外部人力（external worker）等三大類。核心人

力是組織內部較重要及較獨特營運活動的成員，通常以長期、正式的方

式予以雇用。邊陲人力也為組織直接雇用的成員，但其所從事之工作較

不具關鍵性、單調且技術層次較低的工作。雇用方式可採全職、兼職或

臨時的方式。外部人力則是指那些不由組織直接雇用，而是組織外包承

攬商或人力仲介所雇用。 

學校組織與一般企業組織不同，尤其是公立學校其在人事、財務、

結構等方面並無法隨意調整或更動，故本研究所指稱之彈性偏重於策略

彈性，而非人事、財務或結構方面之組織彈性。 

在組織策略彈性之衡鑑部分，相關之量表並不多見。Bierly 和

Chakrabarti（1996）以技術性學習與策略性彈性兩大層面來衡鑑其對組

織績效的影響。技術性學習分為內部學習與外部學習。策略性彈性則在

財務、行銷、製造和技術性構面。國內王振州（2000）將策略彈性分為

製造彈性、研發彈性與管理/結構彈性三大部分來進行評量。從「極低」

至「極高」，以八等量尺進行評估，其量表如表 2-18所示。 

歸納而言，學校之彈性營運，可包括以下之幾個方向： 

1.在營運方面，可視環境變化調整校務發展方向。 

2.運用不同之實施流程，來加速提升學校績效。 

3.運用校際交流、相互觀摩及策略聯盟等方式，加強與他校間之合

作。 

4.推動校務時，考量社區、地方教育機構之需求，隨時調整策略。 

5.掌握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政策，並及時因應。 

6.依環境與市場之需求，調整課程與教學之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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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策略彈性量表之層面及其題目 
層面  題目 

1 貴公司相較於主要競爭對手產品種類與樣式多樣化的程度。 
2 貴公司在能獲取利潤情況下，單月最小與單月最大產量的差距範圍。 
3 貴公司為了因應訂單需求的不預期變化，迅速調整不同產量水準的能力。
4 相較於競爭對手貴公司每年推出新產品的種類或機種的款式相較於競爭

對手貴公司從接到訂單到完成產品所需之時間。 
5 結束生產、不再製造的成本高低。 

製造
彈性 

6 不同產品間零件通用的程度。 
7 和競爭者相比，R&D的實力。 
8 支持貴公司地位的技術數。 
9 貴公司所擁有技術之間的異質性。 
10 貴公司對 R＆D的重視程度。 
11 對於新科技、取得專利許可、授權使用的能力。 

R&D
彈性 

12 與競爭者比較，各專案平均所應用到的專利數目。 
13 貴公司組織分權的程度。 
14 在現存的組織結構下，可輕易增設或精簡部門的能力。 
15 貴公司授權的幅度。 
16 在現存的組織結構下，擬定及拋棄決策的能力。 
17 公司宗旨、章程、文化、作業程序規定等，足以指引員工迅速處理工作

上所發生的問題之程度。 

管理
/ 結
構彈
性 

18 給予員工參與公司決策的程度。 
資料來源：引自知識整合與新產品開發績效之研究－動態能力觀點（ pp.103-104），王振

州，2002，中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中壢市。 

 

五、創新（innovation） 

（一）創新之意涵 

對組織競爭力而言，創新之角色相當具關鍵性。創新的智慧不但是

企業組織在險峻環境中生存的關鍵，亦是學校組織提昇教育品質、滿意

社會需求的關鍵。創新並不是靈機一動或是一個新點子就行，而是應以

相關之理論為基礎，進而投入經營，才能併發新的經營火花，獲致具體

成效。創新一詞的使用相當繁雜，學者對於其具體的內涵也有不同的詮

釋。在定義上，國內外學者提出相當多的看法。 

Drucker認為創新是指組織有組織的、有系統的、有目的尋求改變，

亦是改變資源給消費者的價值與滿足。創新是人類發揮創造力去進行創

造的歷程。以創造的本質而言，其即是根據企業組織特定的目標與理想

來帶領組織走向理想的過程（張玉文譯，2000）。 

Evan 和 Black（1967）、Daft（1978）在提出雙核心理論（dual-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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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來闡述組織創新的意涵。雙核心是指「行政創新」和「技術創

新」兩種創新型式。技術創新屬於產品、服務和生產流程技術；它們進

行的創新是組織主要生產作業的動力、行政創新牽涉到組織的架構和行

政流程；它是支援主要生產部門的作業和直接涉及到管理核心問題。 

雙核心理論說明組織具有技術核心和行政核心，技術核心主要是著

重在原料與產品和服務間的轉換；而行政核心主要負責架構、控制系統

和協調組織。創新可發生在任一核心，但各有其不同流程。 

不同的組織結構適合不同的創新型式。機械式組織因高集權化和高

正式化的特質，使得由上到下的行政創新較容易。而有機式組織因其高

專業化、低集權化和低正式化，使得由下到上的技術創新較容易。故依

據創新的形式，可選擇適當的組織結構。 

  

表 2-19 雙核心理論中創新模式之比較 
         比較項目 技術創新 行政創新 

創新的項目 產品、服務和生產流程技術

創新。 

組織的架構和行政流程創

新。 

創新的起源 由下到上的創新。 由上到下的創新。 

不同創新導入成功的條件 高專業化、低集權化和低正

式化。 

低專業化、高集權化和高正

式。 

較易成功導入創新的組織 有機式組織 機械式組織。 

資料來源：取自科技管理（p.261），賴士葆等人，2005，台北：華泰。 

 

Nonaka和 Takeuchi（1995）則認為未來之組織創新重點在於知識創

新。他們認為組織在創新的過程中，必先學習多方知識。如何將這些組

織加以整合，並以此為基礎創造新的知識，是相當重要的過程。他們深

研知識創新，並提出一系列之新概念，如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知識螺

旋、知識分享領域等，再加上其對於知識轉換歷程研究，因而建構了相

當完整之知識創新理論。 

黃博聲（1998）認為創新是一種運用知識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用

有用的東西，包括創造出來之產品、服務或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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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輝（2003）指出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商品、服務或生

產方法的過程，也係由不同想法、認知及資訊處理與判斷方式的結合而

產生。而創新管理則是組織領導者，藉由創新環境的建置及組織成員參

與對話，進而引發組織成員願意突破現狀及接受挑戰的能力，並透過一

套適切而新穎的文化形塑，以激發新思維、新方法，使組織得以永續經

營。對科技產業組織而言，創新是知識經濟創造財富的主要過程，尤其

是將構想轉變成產品。創新的幅度愈大、腳步愈快，則經濟愈可能富有。 

創新可分為諸多類別。Marquis（1972）將組織創新分成三大類：1.

躍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又稱為突破性創新、跳蛙式創新

（frog-leap innovation），係以重大發明為基礎，創造一個新的典範架構、

一個新的產業或是另一種不同世代全新的核心產品或製程。2.漸進式創

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漸進式創新是在現有科技典範下，從事改

善績效或降低成本的創新，並有助於科學演進中「嘗試與錯誤」學習經

驗的累積，相當於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一般常見於與競爭者相互競爭

的技術創新、量增性的產品改良，包括新式樣、新包裝或是邊際性的製

程改良。3.系統創新（systematic innovation）：係將現有技術予以重新整

合，以提供一種新的功能領域。 

Tushman 和 Nadler（1986）指出創新是企業所創造之任何新產品、

服務或製程，並且依創新的微變或創造性程度，將產品創新分成微變

型、綜合型與蛙跳型三種。微變型創新是將標準的生產線加以延伸或是

附加一些特性；大部分的微變型創新都是基於顧客的要求，而提昇產品

的競爭優勢。綜合型的創新是以創造性的方式結合現有的意念或技術，

而創造出具特色的新產品。蛙跳型創新則是運用創意或發展新技術，以

開發出新產品。 

Holt（1988）認為創新是一種運用知識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入有

用的東西，並依照變化的新奇程度，將產品創新歸為原創型創新、採用

型創新與產品改良型創新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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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與學校動態能耐 

由高科技產業所帶動的知識經濟風潮，使得企業組織危機意識加

強，紛紛進行內部與外部的創新管理以因應市場及環境的變化，教育組

織亦是如此。以美國為例，由於受到新觀念的影響，體認教育中之知識

與變革將帶動經濟與社會之發展，學校革新如火如荼展開。特別是在學

校知識創新的部分，要顧及外部環境知識的接收，以增進學校本身的動

態適應能耐，是相當重要的。學校組織有別於一般之高科技公司或是商

業組織，其知識創新不能躁進。然而，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之競爭

力來自於公民教育水準的提昇，故學校在知識創新的層面上，更顯得馬

虎不得。 

    學校之知識創新，可源於行政上之科技使用、教師間之專業交流、

學生學習態度的轉變、課程內容之更新與增減等等。透過這些內容，即

可瞭解學校在面對新趨勢時是否有了應對的方法。 

相關之研究亦指出創新有助於提昇學校之效能，並肯定創新的重要

性。Diamond、Dianda和 Corwin（1994）研究美國加州地區學校創新經

營的情形，發現由家長、教師與社區成員所執掌運作之特許學校，其行

政管理、課程教學方面與一般之公立學校大不相同，而受到社會大眾較

多的肯定。顯示傳統之公立學校其內部運作與外部關係上皆有創新的必

要性。Bellum（2003）探討學校組織創新之過程，瞭解美國兩學區學校

使用新資訊系統之現況及在革新過程所遇到的困難與阻礙，結果發現新

的資訊系統並不適用於每個學校，學校創新之推動有其難度。 

在國內研究部分，林佳慧（2000）的研究探討組織創新氣氛與知識

管理機制之關係，結果發現組織創新氣氛和知識管理間具有相當程度之

關聯性，組織氣氛中的組織活動、工作團隊支持與資源三者決定了知識

管理是否能成功，具備這三項特徵之工作環境才能有效實行知識管理。

由此觀之，學校在創新經營上必須營造創新之氣氛，如此方可順利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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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提升組織整體效能。 

黃嘉明（2003）探討台北縣完全中學之一的清水高中其經營思維、

管理創新及經營上的困難。由於完全中學有其特殊背景，故在營運、組

織、人力資源、行銷、顧客關係、財務、研發管理等方面都訂定創新辦

法以及實施計畫，在作法上與一般之國中、高中不同。 

江羽燕、林珊如（2003）以 Amabile 之創造力理論為基礎，分析國

小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於創新教學之情形，結果發現教師動機、知能、一

般創意以及社會信念與回饋和資訊創新教學呈高度相關。這顯示影響資

訊創新教學因素糾結，創造行為受到社會情境下多向度、複雜性因素所

影響。 

在組織創新之測量工具方面，國內外諸位學者提出相關量表可供參

考。Higgis（1995）提出創新商數量表（innovation quotient inventory）來

衡量組織中產品創新、過程創新、行銷創新與管理創新，四者相加之總

分即可用來衡量組織創新。 

沈明權（1999）在其研究中將組織創新量表分成四個構面，分別為

制度與領導創新、國際化與組織變革、產品創新、製程創新。 

莊立民（2000）提出組織創新衡量模式，他以台灣高科技為研究對

象，透過文獻分析、深度訪談法與小群體技術來建構適合的組織創新衡

量模式。模式中將組織創新分為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兩部分，技術創新

又可分為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而管理創新則可分成人員創新、行銷與

市場創新及組織結構與氣候創新。其他的研究中亦把組織創新分為管理

創新與技術創新兩個層面居多（蔡啟通，1997；王柏年，1999）。 

張明輝（2003）將學校創新管理的內涵分成五大部分，五別為教師

創意教學策略、學生創意活動、校園規劃及校美化、創新社會資源運用、

建構知識管理系統及學校行政管理創新等。 

濮世緯（2003）依照文獻分析及學者之研究結果編製學校創新經營

量表，該量表共計 25題，分成五大層面，分別為行政管理、課程教學、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9

知識分享、外部關係與資訊科技。量表之整體α值為 0.95，各分量表之

α值則介於 0.80~0.89 之間，顯示量表信度頗佳。其層面及各題目如表

2-20所示。 

2-20 學校創新經營量表之層面及題目 

層面 題    目 
1. 本校藉由教學團隊之建置與激勵，帶動全校學習創新之風氣。 
2. 本校積極推動教師參與專業成長進修活動，並提供推廣分享機制。 
3. 本校經常鼓勵教師主動進行教學實驗（例如參與某研究案），具有創新精神。
4. 本校會透過公開肯定、協助與實質獎賞來鼓勵教師創新。 
5. 本校經常改善與充實教學設備，以滿足教師創新教學之需求。 

行
政
管
理 6. 本校之年度課程計畫係經審慎討論，有系統的整合與連貫各學年與全校性創

新課程設計。 
7. 本校已研究實施多元評量的方法與模式，並實際運用。 
8. 本校教師大都很努力運用創意，蒐集與選編教學資料，研發創新的教學設

計，想出一些有創意的主意或點子予以改進教學。 
9. 本校提供學生許多具有創意的活動與機會，如科展、比賽，讓學生有機會發

展他們的創造力。 

課
程
與
教
學 10. 本校教師常鼓勵學生發現解題的不同方法，即使跟課本不一樣也沒關係。 

11. 本校教師常會為了實現新的構想或作為，而想辦法爭取所需要的資源，這些
資源可能是金錢、設備或學校的行政支援等。 

12. 本校教師會為了推動新構想或作為，而設計與提出適當的計畫或時間表。 
13. 本校會鼓勵資深或優良教師，透過專題研討與教學觀摩、讀書會或參與團隊

行動研究等方式，來傳遞與分享他們的教學知識與經驗。 
14. 當個別教師有一些教學新點子，其他老師常會表達支持，進而一起討論與協

助。 
15. 本校教師會互相分享教學上之秘訣，諸如自己教導某一個觀念、單元或班級

班經營上之經驗與心得，並落實在班級教學中。 

教
師
分
享 

16. 本校教師會分享參與研習或閱讀刊物之教育新知。 
17. 本校會主動辦理校際交流，參與夥伴學校或相關參訪活動，針對課程創新進

行合作事宜。 
18. 本校在做學年課程規劃時，社區需求與群組學校合作方向常一併列入考量。
19. 本校能積極整合社區，引導家長與社區參與，並支持新課程之各項活動。 
20. 本校常藉由辦理或參與社區活動，引入新觀念、人力與支援。 

外
部
環
境 

21. 當家長對本校行政、教學提出不同見解時，學校會加以採納或回應。 
22. 本校設有專屬網站，並時常維護與更新。 
23. 本校資訊系統相當完整，能及時透過網路傳遞所需訊息。 
24. 教學工作上重要且關鍵的知識，本校已有文件檔案並已電子化，而能有系統

提供學校成員查詢與使用。 

資
訊
科
技 25. 本校重要場所（如會議室、圖書館）有可供使用之資訊設備（如電腦及網路

接點）。 
資料來源：引自國小校長轉型領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

（pp.298-299），濮世緯，2003，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行政組博士論文，未

出版，台北市。 

 

黃瓊容（2004）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關係，在自編

之「組織創新量表」中將組織創新分為教師教學創新及行政管理創新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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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構面，量表α值分別達 0.94與 0.95，整體α值為 0.96，量表之信

度良好。 

 

六、科技應用（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一）科技應用之意涵 

科技乃動態能耐之重要來源。面對不可預測的未來，以及資訊科技

之推陳出新，組織競爭的環境也一直在變。 

Child（1987）指出組織資訊科技的應用包括電子通訊、電腦儲存、

資料處理之科技與應用。由於資訊科技可大幅改善工作效能、減少溝通

時間、克服距離限制等，故成為組織競爭力之重要指標。 

Clark（1989）指出未來之五大趨勢：1.科學知識不斷地擴散且傳播

至世界各地。2.競爭者紛紛自全球各地出現，且在不同的國際市場上相

互競爭；3.大市場分裂，區隔出市場範圍及顧客對許多不同產品的喜好

變遷快速；4.電腦與傳訊科技的不斷改革，使組織快須具有快速反應及

彈性的能力。5.在全球熱銷的產品都與科技脫不了關係。為因應科技時

代的來臨，Clark也提出組織領導者應具有的五大策略：1.必須瞭解組織

本身之科技核心，並將之納入未來發展的策略當中；2.應具全球性的遠

見，並建立組織之科技能力；3.應瞭解時間為輸贏的關鍵，重視時間之

掌控；4.應使組織之營運效能制度化，重視生產效能；5.應建立資訊中

心來進行資訊整合。故 Clark 是希望加深領導者對於科技之關注，開拓

其科技變遷之視野。 

Nonaka, Umemoto 和 Senoo（1996）指出資訊科技可以幫助組織進

行知識創造與分享，提昇組織競爭力。 

Bharadwaj（2000）亦指出資訊科技能耐較高的組織不但可以降低資

訊使用成本，亦可使組織能耐提昇。 

Chen（2004）的研究指出組織經營之三大基礎能耐為資訊科技基礎

建設能耐、組織管理程序重建工程、與知識管理。 

綜上所述，未來成功組織不僅僅單單的加快工作進度、加快反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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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來迎合顧客的需要和環境的改變，而且知道如何反應的更快更正確。

這些有賴於資訊通訊科技之輔助。再者，由於電腦和通訊資訊科技快速

發展，時間變成一個競爭因素。因為這些科技提供組織較以前更快的傳

送能力和操縱能力，及處理更複雜的事情。許多觀察者已發現網路服務

科技對競爭力的效果，使得時間已成為輸贏關鍵。 

 

（二）科技應用與學校動態能耐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的時代。學校組織面臨了科技之衝擊，學校人員

是否懂得運用科技也成為學校動態能耐指標之一。對大多數的人來說，

一提到創新或革新，首先想到的是科技層面，主要原因即在於科技具改

善組織運作效率、增進成員溝通、提升學習效能等優勢，故科技對於組

織而言扮演不可或缺之要角。 

事實上，早在四十年前深具遠見的學者 Leavitt就提出相關理論以突

顯科技對於組織運作之重要性。Leavitt（1965）提出一個鑽石型的模型(如

圖 2-9所示)，該模型分為四個子系統：任務（task）、組織結構（structure）、

科技（technology）與人員（people）。他指出說明資訊系統導入組織所

產生的變革，以及資訊科技與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資訊科技的改

變會對組織內的任務、組織結構及員工產生嚴重的衝擊，且四個組成元

素同時被改變。 

依 Leavitt的觀點，任何一個組織之所以存在是為了完成某些任務。

例如學校組織的任務即是任用適當人員以提供學生（顧客）在知識與道

德的培養。各類組織都有所謂的科技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來輔

助其達成任務。科技資源的範圍除了硬體（如電腦、實驗器材）外，也

包含一切創新的思想與特殊的作法等。在學校中教師為改進教學所做的

課程規劃、或行政人員促進決策正確性所做的研究，皆可稱為科技資

源。它們配合一群為團體目標而努力的組織成員，就形成了社會科技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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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Levaitt之資訊科技導入模型 

資料來源：From “Apply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Industry: Structural, Technological and 

Humanistic Approaches”, by H. J. Leavitt, 1965, In handbook of oganizations, edited by 

James G. M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任務、結構、科技與人員四者彼此之間呈現高相關。組織中任一子

系統的改變，都會使其他子系統變動，以適應新的環境。舉例而言，一

所本以升學為導向的高中，要改變為職業學校，其任務的轉換必使學校

結構大幅改變，為配合職業教育的目的，許多科技設備如商科所需的設

備或課程的教法等，都必須增添與改進。最後在人員方面，也必須聘請

職業科目老師來執教。故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子系統的改變都具有極

大的影響力（秦夢群，2004a）。 

Leavitt之觀點主要突顯科技因素對於組織運作的影響。如今，各大

企業組織無不致力於組織 E化，許多之組織更努力導入各類資訊系統，

以促進組織營運之效率。例如以資訊分析導向之系統可對基本資料進行

加工，如彙整、分類、整合、統計、比較，進而產出對使用者更有意義

的資訊，像財務報表、統計分析報表等等。此外，近年來各類組織均強

調知識管理之重要，而知識管理的工作需要有大量之科技設備之支援，

以進行知識的蒐集、記錄、儲存、分享與利用。又如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資訊技術受到許多企業之採用，可見

資訊技術在競爭激烈的環境中，已是不可或缺的。分析而言，組織中科

人(People) 

任務(Task) 

組織結構(Structure)

資訊科技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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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管理與應用能耐已為組織核心競爭力之重要來源。 

Leonard-Barton（1995）也指出組織在經營的過程中若要能維持其品

質與優勢，強勢的科技能耐（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不可或缺。其指

出科技能耐並非僅止於科技知識，它包含活動的系統、實體系統、技能

和知識庫、教育和報酬管理系統，以及組織整體或某個部門創造特殊優

勢的價值理念。科技能耐可以是輔助性的、必要的或是核心的。輔助性

的科技能耐固然多多益善，但卻非絕對必要。必要性的科技能耐為組織

在產業內競爭所必備的最基本條件，但本身卻不能構成特殊的競爭優

勢。只有核心科技能耐能夠使組織與眾不同，並讓組織形成競爭優勢。 

張明輝（2002）指出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科技的時代，尤其網路科技

（network technology）徹底改變企業的基本結構與體質，賦予個人及社

會平等的機會和力量，提供更好的溝通工具和創意園地，甚至挑戰人類

傳統的思想。在學校組織中，網路科技在行政與教學的運用方面日趨普

遍，諸如：校務行政系統、各學科網路教學資料庫、非同步教學系統的

建置與應用等，使整體學校行政效能及教學成效，得以大幅提升；另一

方面，學生的學習亦可經由線上輔助學習系統的協助，突破時空之限制

而能有效增進其學習成效。再者，虛擬學校（virtual school）型態的出現，

也將引領學校經營理念邁向另一新思維。 

近年來學校組織瞭解科技的重要性，而領導者之科技管理能力更是

深受重視。以美國各州教育協會（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ECS）的調查發現，美國現約有二十五個州設立了全州式領導學院

（leadership academy）、領導協會（leadership consortium）與領導講座

（ institute）。而大部分的學院僅提供給校長與學區之教育局長

（superintendent）進修（Education Commission at the States, 2001）。在國

內，科技與資訊的發展與應用，已成為衡量一國國力強弱盛衰的重要指

標。故培養學生具備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力，已成為學校的重要目標。

運用科技的能力，是指善用與科技相關的知識、技術、相關資源與價值

判斷，以便適應社會變遷、改善未來生活、解決相關問題及規劃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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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力。 

科技領導層面與指標包括預算、學區支持科技、補助金、智慧財產

權政策、校長科技日、校長使用電子郵件等。實際之學校科技領導應包

括以下層面（張奕華，2003）： 

1.願景、計畫與管理：有效之科技領導必須具備一個發展與清晰說

明科技如何產生學校變革的願景，才能使全校所有成員具有明確的目標

去進行科技革新。 

2.成員發展與訓練：在科技領導之組織中，科技為組織之核心能耐，

因此組織必須鼓勵所有成員在科技上的在職訓練、提供科技訓練以獲得

特定的科技技巧、分配資源以作為在科技上的在職訓練之用、支持傳遞

科技上的在訓課程、提供時間以作為科技訓練之用。 

3.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組織領導者透過與成員間之良性互動，以

減少科技轉化過程之難度。而良好之溝通技巧則使科技能夠廣泛進行討

論，緩和成員在科技使用上之不確定感和抗拒。 

4.倫理與法律：如何在使用科技過程秉持合法性，仍當前任何組織

皆會面對之問題。這包括資源公平取得、著作權等問題，為科技領導中

之巨大挑戰。 

5.科技與學習之整合：為組織創新之重要指標，如今在學校組織中

不僅是校長，就連學生也會要求跟不上時代的老師運用多媒體來教學，

故科技融入於課程與教學實為學校未來之大趨勢。 

6.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即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確保科技設備的

使用是恰當的、確保相同的機會取得科技資源、當學校人員需要協助

時，能確保科技的支持、確保設備的即時修理與維護、確保各式樣的軟

體應用程式給學校人員、尋求外部的科技基金資源 

7.設鑑與研究：評鑑教室和實驗室中的電腦操作系統、鼓勵學校人

員利用資訊資源作為科技專業的成長。 

許燿鴻（2004）以主管特性、工作特性、組織特性與資訊科技特性

等四個構面來鑑衡學校資訊科技應用之現況，各分量表之α值介於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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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88之間，信度稍低。該量表之分層面及其題目如 2-21所示。 

 

表 2-21  學校資訊科技應用量表分層面及其題目 
層面  題目 

1 我個人具有相當的電腦素養。 
2 我個人會找機會提昇自己的電腦素養。 
3 我會積極宣傳新資訊科技的觀念和知識。 

主管
特性 

4 我會支持與鼓勵教師多利用資訊科技從事教學工作。 
5 本校同仁對網際網路的應用情形良好。 
6 本校教師常利用電腦儲存資料、使用電子信箱、上傳下載資料、使用電

子公佈欄或搜尋網站等功能。 
7 本校教師常利用本校或教育區設置的軟體教材中心資源。 
8 本校設有網站提供學生學習教材。 
9 本校設有網站提供教師共享教學資源。 
10 本校教職員工皆能使用電腦處理工作。 
11 本校教師皆通過教師資訊素養指標評鑑。 
12 本校教師接受資訊教育研習機會很多。 
13 本校提供足夠的教學軟體。 
14 本校教師擁有足夠的資訊設備來支援教學。 
15 本校電腦教室設備齊全，足以應付教學所需。 
16 本校常收到教育單位補助足夠的資訊設備經費。 

工作
特性 

17 本校有能力籌措足夠的經費充實或更新資訊設備。 
18 本校資訊人員具有維護系統設備和網路的能力。 
19 本校設有專職資訊人員，對資訊教育的工作幫助很大。 
20 本校資訊人員有能力教導教師資訊技術與知識。 
21 本校時常舉辦或參加資訊相關的研討會。 
22 本校時常辦理資訊相關的展示或宣導活動。 

組織
特性 

23 本校時常辦理資訊相關的選拔活動或競賽。 
24 本校內部與對外網路的運作狀況良好。 
25 本校目前使用的人事管理系統情況良好。 
26 本校目前使用的會議管理系統情況良好。 
27 本校目前使用的檔案管理系統情況良好。 

資訊
科技
特性 

28 本校已建置網路教學系統，並進行網路教學活動。 
資料來源：引自知應用資訊科技於提升學校經營績效之影響因素－以雲林縣國民小學為

例（ pp.114-115），許燿鴻，2004，國立中正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未出版，嘉義縣。 

 

七、定位（position） 

（一）定位之意涵 

    依 Teece 等人（1997）之觀點，組織之競爭力來源並非只有組織之

程序，也同時決定於企業所擁有之獨特技術、知識資本、關係網絡和其

他互補性之資產。這些資產是組織經由長時期之累積而成，也是組織的

地位象徵，此即為定位。在企業組織中，不同資產決定了其在相關領域

之地位。例如 IC 設計業為例，其重視科技資產的領先；保險產業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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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信譽資產；運用財務槓桿原理進行操作之資訊通路商則重要財務資

產。 

    依 Teece 之觀點，企業之資產有以下幾類：1.科技資產：是指組織

對本身獨特科技之保護，包括專利權之申請或技術本身之特性造成移轉

上的難易。2.互補性資產：指組織在將科技改革的成果商業化過程必須

建立其他能耐或資產之輔助才能產生新產品與服務。3.財務資產：強調

組織現金流量與財務槓桿的策略；4.信譽資產：指由顧客、供應商或競

爭對手對於組織之評價；5.結構性資產：指組織之正式與非正式之結構

皆對組織之發展有重要關連；6.制度資產：指組織之地理位置之不同造

成文化背景或法律規範之差異；7.市場資產：指組織能否維持其產業地

位端視其是否有能力去克服環境變動的問題；8.組織疆界：指組織在整

合能耐、科技與互補性資產、協調能耐、智慧資本之保護為其維持組織

競爭優勢之關鍵。 

 

（二）定位與學校動態能耐 

學校是教育場所，其與企業之走向不同，故在長期之資產累積上也

有極大之差異。以科技資產為例，學校之科技研發著重於研究與教學，

企業機構則以此做為盈利與組織維持競爭力之來源。由此可知，學校組

織之「資產」與 Teece等人稱謂之定位有很大之不同。本研究認為學校

組織較重視以下數項資產之累積： 

1.重視本身所擁有的獨特文化。（組織疆界） 

2.重視優秀之組織成員。（互補性資產） 

3.重視與家長、社會大眾之互動關係。（互補性資產） 

4.運用各種行銷手法來提高學校聲望。（信譽資產） 

5.重視健全之財務。（財務資產） 

 

學校組織無論是在人事、財務方面都受到相關法規之限制。故在人

事之汰換方面與財務之運用情形皆受到管制，不能像一般企業組織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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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私立學校為突破營運限制，在學校行銷策略反而運用最多。行銷

策略則是針對目標市場的定位、促銷及分配，其目的在滿足顧客需求及

完成組織目標。Hotz-McMahon（2003）指出學校之行銷可以促進學校與

社區之良好關係。Jivasantikarn（2003）之研究中指出泰國之高職藉由行

銷來增進學校之入學率，並認為行銷將在未來競爭激烈的教育市場會愈

來愈受到重視。林嘉君（2004）探討技專校院品牌管理之成效評估指標，

發現顧客滿意度為行銷成功與否之重要關鍵。 

目前國內外各級學校，在招生方面運用行銷策略的情形十分普遍，

例如，英美等教育先進國家經常至台灣地區舉辦「教育展」，吸引國內

學生前往留學；而國內亦有「大學博覽會」、「技職校院博覽會」等行銷

策略，各校莫不以免收學雜費、高額獎學金、補助出國遊學等優惠措施，

吸引優秀學生選擇該校就讀。張明輝（2002）也指出未來台灣加入WTO

之後，國外學校皆可來我國招生，國內學校自然面臨招生之競爭。因此，

如何具備有效的教育行銷策略及人才，則是未來學校經營所要面對的另

一項重要課題。 

 

八、核心僵固（core rigidity） 

（一）核心僵固之意涵 

核心能耐為組織競爭優勢重要來源。核心能耐為優於其他組織且為

其他組織所無法取代的能力，包括：組織對環境之適應能耐、組織之創

新能耐等。組織若要在高度競爭的環境中脫穎而出，必須具備某些特殊

之核心能力，例如：研發能力、先進製程等等。若組織若能不斷專注於

核心能力之提昇，則能夠在大環境的變化中求得生存。 

Prahalad和 Hamel（1990）認為能耐一種綜效組合，而非單一資源。

換言之，核心能力是一種技術、知識、資源、流程與管理文化的綜效組

合，而非單一的產品與功能；類似是樹根而非果實的部分，而且是由多

種資源綜合組成，而非單一明確的資產。再者，核心能耐是長期演化而

成。核心能力是彈性、長期，具有調整及演化的能力；核心能力不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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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一蹴可及的能力，而是需要長期累積，故其具有路徑依賴性。 

Teece 等人亦相當推崇經濟學上之路徑依賴觀點。路徑依賴是類似

於物理學中「慣性」之意涵，指組織或人一旦選擇進入某一路徑（不論

路徑是好是壞），則可能對此路徑產生依賴，以後之發展會以此路徑持

續下去。好的路徑會有反饋作用，甚至產生飛輪效應而進入良性循環，

不好之路徑則可能有負反饋作用而使組織或人被鎖定在某種低層次狀

態，形成惡性循環。 

Liebowitz 和 Margolis（1995）將路徑依賴分成三種型態：第一級路

徑依賴是指現今的運作模式完全受過去決策所控制，縱使當事者可完全

掌握當前的訊息，也無法預期現今行為模式的效用。換言之，組織今日

所有擁有之任何能耐皆完全受過去決策所控制。第二級路徑依賴是個人

因為訊息的不充份而無法準確預期未來所發生之事。整個路徑之良窳在

進行決策當下並無法判定，必須等到事後才能有更好之路徑存在。第三

級路徑依賴是指不具合理性之決策選擇，通常無法決定與結果之相關程

度。例如在進行決策時，反其道而行或不按常理出牌，路徑依賴程度將

變低。 

楊佳珮（2003）以台大奈米機電系統實驗室為對象，探討科技跨領

域整合程度高、與產業界互動密切的大學實驗室，其核心能耐如何養成

與累積。研究發現跨領域整合的實驗室來說，要促進並且確保團隊合作

的品質是第一要務，且必須整合組織專業團隊知識技能、實體科技系

統、管理系統與價值觀和組織文化，使組織成員朝向共同之目標努力。

研究也指出單打獨鬥的研究單位因為資源與知識範疇的有限，要開發出

一套系統應用的研究成果具有相當大的難度。 

陳業順（2004）以路徑依賴理論檢視台灣 IC 封裝新進廠商的競爭

策略，並以十家新進廠商的發展歸納出競爭策略與發展路徑的關係，再

輔以個案公司進行驗證，結果發現：1.新進廠商若遵循正向發展路徑模

式的競爭策略，公司將可朝正向的路徑發展。2.IC封裝新進廠商採取不

同的競爭策略應將造成不同的發展路徑。換言之，正向發展路徑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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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策略有助於 IC封裝新進廠商的正向發展。3.廠商應經常檢視與應變

內、外在環境變化對發展路徑的影響，較能把握發展方向。 

依 Teece等人之意思，路徑相依及技術機會是組織核心能耐發展的

軌跡。主要由於相關之資產具有專屬性，這些獨特之能耐並無法從市場

交易中取得，而是須由組織內部長期之累積發展而來。Teece 等人的觀

點中將組織獨特之動態能耐分為三大類：組織與管理程序、定位（即許

許多多的資產）與路徑，其指出組織之能耐乃深植於組織與管理程序

中，而具體之內涵則深受組織過去所擁有之資產與演化路徑所影響。換

言之，組織目前所具有的能耐乃是經過長時期而建立的。Nonaka 和

takeuchi（1995）則以知識創造理論來瞭解企業是如何持續透過創新形成

優勢。 

Leonard-Barton（1995）指出組織新知識的建立與分享是否有效，受

到以下四個核心能耐（core capabilities）的影響：1.實體系統（physical 

system）：這包括組織內部之基礎設備如 IT 架構、組織架構、流程設計

等，是否能有效支援知識管理。2.管理系統（managerial system）：是指組

織的資源配置政策、酬賞制度是否有利於新知識的創新、流通與分享。

例如：教師教學創新成果愈佳，則給予更好的嘉獎與績效考核，教師若

疏於創新或不分享知識與創新教學，則影響其考績。3.技術系統（technical 

system）：為具體呈現在設備上的軟硬體知識，包括資訊與程序。若其知

識能建構成一資料庫，則將可長期保存相關之核心能耐。4.組織原有的

價值與規範（value and norm）：組織既有的文化與價值會影響組織成員

在創新的考量。例如一個知識創新導向的組織，對於組織成員提出顛覆

性思維時能以較為包容的態度來處理。 

Christensen（2000）提出一個組織的核心有三：1.資源：指組織之有

形或無形核心，包括組織人員、技術、資金或設備、公司品牌、客戶關

係等等。2.程序：指組織成員在互動、溝通、協調或做決策之方式，可

表現在組織之結構、革新等部分。程序是自然形成的，並且隨著組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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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而逐漸趨向一致。3.價值：是指影響組織成員工作判斷之優先順序，

也是一組織之基本信念所在，其會不知不覺影響組織成員之工作判斷。 

Leonard-Barton 進一步指出組織必須善養其知識活泉，才能逐漸形

塑成所需的競爭手段。組織之核心能耐會形成良性強化循環，而使組織

之競爭力不斷加強。例如組織由於管理卓越進而吸引優秀人才投效使得

組織創造高競爭力的策略定位，終而使管理效能更為精進。但是，四大

核心能耐所在之間更容易形成僵固性，這些核心僵固的根源包括內部行

動呆板，了無新意、抗拒外部新知，推三阻四、有限度解決眼前問題，

虛與委蛇、箝制未來實驗，障蔽視野等等，若不解決則會造成組織核心

僵固的惡性循環。所存在之四種核心僵化，依改變之困難度，依序為實

體系統、知識技能、管理系統、價值觀與規範。 

另外，科技的發展、政經因素的改變、競爭對手服務方式的改變、

或組織過度沈迷於過去的成功，皆可能使組織出現核心僵固的危機。

Dorothy 認為組織會透過從外部輸入知識、實做與整合、實驗與原型試

製以及期同解決問題等四項知識創造活動來克服核心僵固（引自李國

瑋，2001）。 

 

（二）核心僵固與學校動態能耐  

核心僵固與路徑依賴之間關係相當密切。組織在發展之初即使依循

良好的路徑前進，但難以確保其維持不會產生核心僵固致使組織面臨困

境。最令人擔心的，一旦路徑錯誤，仍然盲目地順著錯誤路徑不斷前進，

其後果將無法補救。 

組織之核心僵固必有以下現象發生： 

1.組織對於既有的結構與運作績效感到滿意，並安於現狀，不求創

新； 

2.組織在運作過程總依循前人之做法，了無新意； 

3.組織每天之運作一成不變，僅是在進行例行性之工作。 

4.組織之決策權僅掌控在少數人之手中，其他組織成員即使參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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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少提供意見。 

5.組織成員做風保守，對於變革總以虛與委蛇之方式應對。 

6.組織對於外界回饋訊息與環境變化之關注不足。 

這些現象，在那些行動僵化，辦事遲緩，跟不上時代的組織中可以

清楚看到。核心產生僵固的組織會有以下學習障礙的發生（Yeung, Ulrich, 

Nason & Von Gilnow, 1999）： 

1.盲目（blindness）：組織無法體認正確觀察其所存在之潛在的機會

與威脅，以及差距表現。 

2.過於簡化（simplemindedness）：組織缺乏完備的分析與解決問題

的能力，常使用簡單的思考或直覺去解決複雜的問題。 

3.同質性（homogeneity）：組織之資訊來源、思考模式及觀點不夠多

元化。 

4.結構過於嚴謹（tight coupling）：組織各部門嚴謹控管，彼此之政

策和做事方法過於劃一。層級過度分明、決策過度集權、明定規則及行

事方法，將抑制各部門單位之因應方式，不能變通也無法適應變化。 

5.組織癱瘓（organizational paralysis）：組織因過分保守，或堅持沿用

過去行之有效的方法，導致組織競爭力喪失。 

6.過度迷信學習（superstitious learning）：組織過度依賴過去所留下

之規則或錯誤資訊，不但妨礙組織正確思考模式的學習，也使組織產生

誤判行動及結果。 

7.缺乏擴散力（diffusion deficiency）：組織成員無法與內部有關部門

或人員分享與學習。 

林政緯（2004）指出高階管理者因為過去的成功經驗、認知的偏差

等因素所形成的主導邏輯(dominant logic)，為組織由盛轉衰之關鍵。高

階管理者（或團隊）在面臨產業環境快速變動時必須能適時建立、更新、

或重新配置企業之資源與能力以為因應，而非僅專注於既有某種核心能

耐的累積。同時，其對內外環境知覺與策略決策與也需隨時調整，以避

免執著於某種核心資源或能力而產生核心僵固的現象，可能使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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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成為競爭劣勢。 

 

    由以上分析可知，當組織之核心僵固情形愈嚴重時，其動態能耐愈

低。歸納而言，核心僵固之組織有以下困境： 

    1.無法觀察企業的長期威脅與機會。 

    2.不善於制定行動計畫，改善績效。 

    3.不鼓勵多元化的工作團隊和多元化的觀點。 

    4.各部門之做事方法和決策過於制式化，缺乏彈性。 

    5.組織對於新方法與新流程常難以付諸行動。 

    6.組織在回應劇變的市場變化時，會傾向於遵循過去所建立的行為

模式。久而久之，整個組織上下皆蕭規曹隨。 

    7.組織之知識分享機制不佳。 

 

本節小結 

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雖然有諸多地方相似，但在動態能耐之測量仍

然必須依教育組織之特性進行指標建構，才不致於使指標失去適當性與

合理性。本研究依文獻探討結果與研究者對於當前組織發展的趨勢，將

八大重要層面納入成為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重要內涵，這八大層面分別

為行政整合、學習、知識管理、策略彈性、創新、科技應用、定位與核

心僵固。 

動態能耐相當重視策略搭配（strategic fit）與綜效（synergy）的觀

念。也因此，各層面之間且有一加一大於二之效果。綜效代表彈性資源、

內部價值、效率、從歷史的觀點看大型企業的多角化型態，可以透過綜

效解釋企業多角化所帶來的利益。策略搭配則強調彈性資源、外部環境

及市場之快速回應。時間是否具競爭性，端視組織是否具有積極的競爭

態度。綜言之，學校在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必須要懂得如何去吸

收新觀念，特別是學校成員必須瞭解知識經濟時代中已經來臨，不具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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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力的學校勢必遭受淘汰，最後走向關閉之途，因此，隨時注意社會的

變動，進而讓學校順應潮流適度轉型相當重要。 

動態能耐指標之優點在於能同時檢測組織在不同層面之具體作

為，並得以及時發現弱點並加以補救。過去的研究者重視單向度（如教

師教學創新、課程創新）之探討，由學校整體鉅觀觀點探討學校競爭優

勢之研究寥若晨星。是以本研究將從鉅觀之角度，建構適用於學校組織

之動態能耐量表，以評量學校組織之整體競爭力與環境回應能力，避免

過度集中單向度而無法瞭解整體之窘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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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之發展 

 

    動態能耐對於組織內部層面之審視相當周延，故使用動態能耐之觀

點將能對組織內部策略運作進行深層剖析，若能因而將組織之缺失改

進，將能使組織在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化時能有一套具體策略。動態能耐

觀點對於組織能耐之檢視因為同時考量外部環境（包括產業環境、經濟

機會）之因素，將能使組織保有危機意識，不為時局之改變而亂了陣法。 

Teece 等人（1997）所提出之動態能耐觀點，將組織之動態能耐分

為三個大構面，即組織與管理程序、定位與路徑，但實際上並未發展具

體之量表做為參考。縱觀國外之文獻對於動態能耐之具體亦眾說紛紜，

未具有共識。在台灣地區，吳秉哲（2003）試圖建構多層次動態能耐分

析模型，余雅文（2003）則以 Teece 等人之觀點為基礎，建構適用於企

業之動態能耐衡量指標。有關學校競爭優勢之研究顯得稀少，大部分研

究探究提升學校效能之方法，至今仍缺乏具體整合提升學校競爭優勢之

研究。本研究以企管領域之文獻分析結果為基礎，進行學校組織動態能

耐量表之建構。在進行學校組織建構之過程雖以 Teece等人之觀點為基

礎，但仍以學校組織之組織特性與實際情況，發展適用於學校組織之動

態能耐量表。從文獻之分析可知，本研究將動態能耐分成八大層面，分

別為行政整合、學習、知識管理、彈性策略、創新、科技應用、定位與

核心僵固。本節則進一步發展動態能耐量表，並依照文獻探討結果擬定

各層面之題項。 

 

壹、組織動態能耐之相關量表分析 

    由過去學者之對於組織能耐之分析，可得到一些看法： 

    Lado、Boyd和Wright（1992）即指出組織之重要競爭優勢來源有四：

（1）組織之管理能力與策略願景，（2）組織之資源基礎能力，（3）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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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轉換基礎能力，（4）組織之產出基礎能力。由於組織之獨特能耐仍

是因為組織高階管理團隊所制定之策略及行動所產生，故組織之管理能

力與策略願景扮演著最重要之角色。 

Long和 Vickers-Koch（1995）將組織能耐區分為三大部分：門檻能

力、重要能力及未來能力。 

Hamel和 Prahalad（1991）將組織之核心能力分為以下內涵：其一，

整合性能力；其二，市場顧客觀點與顧客價值相連結；其三，與競爭對

手有所有差異且不易被模仿；其四，為組織之核心來源。Hamel和 Heene

（1994）則認為組織能耐分為市場傾向能力、產品整合能力與功能相關

能力。Henderson 和 Cockburn（1994）則將企業組織之能耐分為成份能

力與結構能力，這些都是構成企業競爭優勢的持久性來源。 

Lado和Wilson（1994）針對廠商資源的項目，將組織能耐分為下列

四大類：（1）管理能力，（2）投入基礎能力，（3）轉換能力與（4）產

出基礎能力。 
 

Leonard-Barton（1995）從知識創造與擴散活動後所產生之核心能耐

進行分析，將組織競爭優勢來源之知識集合，分類為四大類：其一為實

體知識：即存在於組織成員的技能與知識，這包括經過多年的累積、編

碼及結構化之隱性知識。實體知識多來自於不同的個人，且具有整體大

於部分之合的效果。實體知識又可分為三大類型：（1）產業之專業知識

（如鑄模專家），（2）一般科學知識（如冶金研究知識），（3）組織專屬

知識（如在生產線上實際操作之領班）。其二為技術系統（technical 

system）：為具體呈現在設備上的軟硬體知識，包括資訊與程序。若其知

識能建構成一資料庫，則將可長期保存相關之核心能耐。一般而言，技

術知識為外顯的，如引擎測試資料、百貨公司之顧客資料等。其三為管

理系統（managerial system）：代表創造知識（例如學徒計畫或內部網絡）

及控制知識（例如激勵學習系統、紅利分享制度）等正式及非正式之管

理策略。管理系統包括指導資源分配及應用的組織慣例。其四為價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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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values and norms）：為組織知識之內涵及結構、知識聚合方式之

價值觀，包括尊重個人、重視平等、容忍失敗、對外來觀念開放等。這

些價值觀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決定了組織之競爭力。 

Leonard-Barton 認為一個組織之所以能夠不斷創新，除以上四個核

心能耐構面之外，還必須藉由四項活動之配合，才能讓組織之策略與目

標能快速地落實，發揮組織之執行力。四項活動分別為： 

一、共同解決問題：組織之所以要強調解決問題之原因在於產品之

發展日新月異，常常需要不同領域之專家集思廣益來解決問題，但也因

為集合各種領域之專才，故每位專家之個別差異（如專業知識、認知風

格偏好、方法與工具之偏好等）有時有助於解決問題，形成新的創意，

但也有可能形成毀滅性之障礙，因此他認為可以用幾個機制來確保不同

領域之人才能夠提供創造性摩擦而非毀滅性的摩擦，這包括：（1）管理

專業知識：有目的地培養多技能的成員、使用多種專業語言的經理人來

提供組織的凝聚力等；（2）管理不同的認知風格：在雇用人員時選擇不

同認知或價值觀背景的人、延攬有協調能力的經理人；（3）管理使用的

工具與方法，接納多元的方法。 

二、採用與整合新方法與工具：為了讓專屬知識和工具整合後所產

生的新工具與方法，管理者可以試著讓工具的使用者來參與設計，並且

在開發與使用的過程中與使用者的環境相互調適，以期開發出可觀成

果。 

三、進行正式或非正式的實驗：組織應鼓勵成員隨時提供新點子與

創意，同時讓這些新的想法儘可能付諸實現。實驗的成敗則由大家一起

共同承擔，不刻意責怪某人。 

四、從外部尋找專門知識：Leonard-Barton 認為所有的知識不一定

需完全自行研發，如果組織外部已經有發展完整且為組織發展所必須具

有的知識，不妨從外部引入知識。所以組織應從思考的「能力落差」這

個問題開始，也就是考量組織內部提供的技術與策略上需要的技術之間

的差距，然後思考如何從外部獲得所需要的知識。造成能力落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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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產業界不再大量投資於研發、科技產業成熟與衰退、既有科技融合

可能性的忽略。尤其是後面兩項考驗著管理者的智慧。譬如在認定目前

組織擁有之科技是否過時，若一直固守舊有科技可能會有核心僵固的危

險，但若太早放棄又可能失去再利用的機會。一旦確定組織有能力落差

而必須求外援時，可以考量由外部獲取新知識。 

Teece 等人（1997）將組織動態能耐分為：（1）程序：指組織做事

的方式、目前學習與實作的方式，它包括靜態的整合、動態的學習及重

整，故亦可稱為組織管理能力或組織慣例；（2）定位：指組織所擁有的

技術性資產、智慧財產權、互補性資產、信譽資產、顧客及供應商關係

等資源，可據此來決定組織之競爭優勢，亦代表其在整個產業中的定

位；（3）路徑：指組織藉由創新重整，而從舊有的定位及程序發展到新

的定位與程序的軌跡，故其為從創始迄今所經歷的過程，在研發、行銷

或內部組織等所累積的經驗，將對它目前的定位及未來的發展產生重大

影響。 

Tripsas（1997）將組織動態能耐分為兩大類：（1）辨識與整合組織

疆界外之知識的能力；（2）內部整合的能力。 

李仁芳、賴建男和賴威龍（1997）、賴建男（1997）、涂瑞德（1998）

將動態能耐之測量指標分成知識吸收能耐、知識創造能耐與知識蓄積能

耐三種類型。在知識吸收能耐上，可以將之分成常態吸收機制與專案吸

收機制兩種方式；在知識創造能耐上，知識創造能耐可以分成輕型團隊

與重型團隊兩種類型；在知識蓄積能耐上，知識蓄積能耐可以分成人員

蓄積機制與文件蓄積機制兩種類型。  

林靜宜（2002）則將動態能耐分成三個層面，分別為組織與管理流

程、代工能力和成長途徑。 

余雅文（2003）依國內 25 位策略管理學者之內容效度評鑑，將企

業組織之動態能耐量表分成「程序」、「定位」、「路徑」三大主要構面。

其中，「程序」構面又包含「整合協調」、「學習」、「重置與轉換」等三

個內因潛在變項。「整合協調」又包含「整合效率」、「整合範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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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彈性」與「協調」等四個觀察變項，學習則包含「知識管理」、「標竿

學習」、「向策略聯盟學習」、「偵測適應」、「事件詮釋」、「問題解決機制」

與「雙循環學習」等七個觀察變項，「重置與轉換」則包含「營運彈性」、

「結構彈性」與「策略彈性」等三個觀察變項；「定位」構面又包含「技

術資產」、「互補性資產」、「財務資產」、「名譽資產」、「結構資產」、「制

度資產」、「市場資產」、「組織界線」等八個觀察變項；「路徑」構面又

包含「路徑相依」、「技術機會」等兩個次觀察變項。整份量表共包含 63

題，內容效度係數為 0.76，同質性信度係數為 0.79。 

余雅文之研究將動態能耐之評估指標具體化，為台灣地區首份針對

組織動態能耐指標之研究。該量表之層面及題項如表 2-22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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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企業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分層面及其題項 
層
面 

內因潛 
在變項 

觀察變項 問項 

整合效率 1.是否持續投資於相關技術之研發以增進公司的吸收能力 
2.與外部相關單位是否擁有良好的溝通管道 
3.是否能將相關合作廠商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加以整合 
4.是否指定專責單位負責偵測、蒐集、處理及評估外部資訊

5.組織架構是否有利於部門之間的合作與溝通 
6.是否建立部門間資訊流通及合作之機制 
7.是否運用跨部門團隊來執行公司的專案計劃 
8.對於可能發生的問題是否建立一套問題解決的機制 

整合範圍 9.是否收集其他產業動態、技術及顧客之資訊 
10.是否投資與公司核心能力互補的技術或資產 
11.是否舉行跨部門會議討論及反應公司之問題 
12.是否嘗試將不同績效面向的能力加以整合 

整合彈性 13.是否能將新的能力整合於原來的核心能力中 
14.從外部獲得的新資訊是否能很快地加以利用 
15.員工由內部獲得的知識，是否能很快應用到 日常工作中
16.是否能重新組合公司的知識以應付環境的變動 

整合協調 

協調 17.跨部門間是否有一套行政慣例使各部門之間得以有效合

作 
知識管理 18.是否具有鼓勵學習的組織文化 

19.所有文件是否皆具標準格式以利歸檔 
20.是否建立資訊交流機制，讓員工可迅速獲得新資訊並分

享經驗 
21.是否舉辦內部教育訓練或小組討論，使員工獲得工作相

關技能 
標竿學習 22.是否從事「標竿學習」以提昇競爭力 

23.是否從內部挑選表現傑出單位，以供其它單位學習 
向策略聯

盟學習 

24.是否藉由策略聯盟學習其它公司的核心能力或經驗 

偵測適應 25.是否依環境需求調公司的學習重點，以改進公司不足處 
事件詮釋 26.是否會持續探討行動成功或失敗之前的因果關係 
問題解決

機制 

27.是否會重視內部發生的問題，並建立解決問題的機制 

學習 

雙循環學

習 

28.遭遇問題是否會深入公司的規範或價值觀來進行偵測與

修正 
營運彈性 29.是否能快速的調整產能 

30.是否能快速的調整供貨以應付市場需求 
31.是否預約供應商的產能來配合公司的生產 

 

 

 

 

 

 

 

 

 

程 

 

 

 

 

 

 

 

 

 

 

 

 

 

 

 

 

 

 

 

 

 

序 

重置與轉

換 

結構彈性 32.是否使用專案團隊 
33.是否依據不同之任務需求調整員工工作內容 
34.是否能依據環境變動或競爭之所需，調整組織結構 
35.是否能依據環境變動或競爭之所需，調整內部運作程序 
36.是否與外部廠商合建立良好的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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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彈性 37.是否能快速產生不同的應對策略，以應付環境變動 
38.是否能快速改變所提供的產品組合，以應付環境變動 
39.是否能快速調整產品與市場之組合，以應付環境變動 

續表 2-22企業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分層面及其題項 
層
面 

內因潛 
在變項 

觀察變項 問項 

技術資產 40.是否擁有專利技術 
41.是否擁有獨特不易模仿的製造技術 

互補性資

產 

42.是否與顧客保持良好的關係 
43.是否與供應商保持良好的信任關係 
44.所欠缺技術或產品種類是否可獲得公司策略聯盟支援 
45.推出新產品時，相關部門是否能給予有效的支擾 

財務資產 46.是否可即時在金融市場中取得所需的資金 
47.是否比競爭對手擁有更多的資金 

名譽資產 48.是否具有良好的形象 
49.是否具有高知名度 

結構資產 50.組織結構是否有助於核心能力的發展或產品、服務的創

新 
51.組織運作例規是否有利於各項業務的推行，且是不易模

仿的 
52.組織文化是否有利於各項業務的推行，且是不易模仿的 

制度資產 53.所處經營環境中的制度是否有助於核心能力之建立 
54.所處產業的政府政策與獎勵制度是否有利於公司的營運 

市場資產 55.所處市場是否仍擁有很大的獲利空間 
56.所處市場相較於其他產業是否具吸引力（如進入障礙

高…等） 

 

 

 

 

 

 

位 

 

 

 

 

 

 

 

置 

-- 

 

 

組織界線 57.是否進行垂直整合 

路徑相依 58.針對特定問題是否常參考過去的解決模式 
59.目前經營之狀況是否為過去決策的結果 
60.擬定策略是否常為過去成功或失敗經驗的影響及限制 
61.是否持續發展過去成功的產品或服務 
62.是否累積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未來加以應用 

 

 

路 

 

徑 

-- 

技術機會 63.是否持續進行技術研發，當技術機會出現時可以快速採

用 
資料來源：企業動態能力之探究與衡量（pp.96-98），余雅文（2003），國立嘉義大學管理

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嘉義市。 

 

    Chen（2004）指出組織經營之三大基礎能耐為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能

耐、組織管理程序重建工程、與知識管理。其他之重要能耐包括管理能

耐、策略聯盟、組織學習與能耐建構、組織轉移等。另外，從組織之競

爭優勢來進行組織能耐之衡量，則重視組織對整個市場、獨特之組織能

耐及資源配置所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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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之發展 

    由於當前之組織動態能耐指標並未有一具體之量表。而 Teece等人

僅以「程序」、「定位」與「路徑」三大構面來具體化組織之動態能耐指

標，然而學校之實際情況。吳秉哲（2003）的研究亦發現僅以 Teece 等

人所揭示的三大構面來分析組織之競爭力明顯有不足之處。 

    由本章第四節之分析結果可知，本研究所發展之高中職動態能耐量

表（Dynamic Capabilities Inventory for Senior High School）可包含八個層

面，分別為行政整合、學習、知識管理、策略彈性、創新、科技應用、

定位、核心僵固。本研究依文獻探討結果編製第一回合德懷術專家調查

問卷（參見附錄一）。各構面之意涵如表 2-23所示。 

 

表 2-23 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分層面之意涵 
層面 意涵 

行政整合 指學校能夠協調、溝通之策略以有效率且有效能地進行資源整合。行

政協調重視行政部門間分工合作，緊密結合的情況。 

學習 指學校能藉由多元學習途徑吸取新資訊與新知識，達成學習的效果。

學習包括組織學習與個人學習，透過對話、觀摩、集體思考、新活動

等方式提升組織或個人之知識層次。學習同時亦包含對學校外在環境

的變化而對於環境進行偵察與評估。 

知識管理 指學校能夠將學習到的新資訊與知識，進行整合內化到組織中。從外

部學習到新資訊或知識若沒有進行整合，將無法發揮其效益。透過學

校之知識團隊、或其他網絡將新知識進行整合與推廣，才能保證學校

成員之知識處於不斷更新的狀態。 

彈性策略 指學校為滿足多變、難以捉摸的外在環境的變化而進行組織策略調

整，以維持學校之績效與競爭優勢。 

創新 指學校能勇於進行變革以維持競爭優勢之做法。創新著重於組織大刀

闊斧之革新態度，為求維護優勢與生存，勇於嘗試錯誤的經營氣度。

科技應用 指學校能透過資訊科技設施與設備強化組織之動態能耐。資訊科技已

成為組織競爭力之基礎，故學校組織科技運用之情況將能直接反應其

績效與優勢。 

定位 指學校本身所具有之其他學校所沒有的資產或優勢。這些資產或優勢

來自於知識（專利權）、信譽、財務狀況、地理位置等。 

核心僵固 指學校組織之運作過於墨守成規、不求改變的情形。核心能耐僵固情

形愈嚴重，動態能耐將愈不足，長期下來組織將逐漸喪失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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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面之題項與參考資料來源如表 2-24所示。 

 

表 2-24  本研究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題、項及參考資料來源 
層

面 

題項 參考資料來源 

行

政

協

調 

1.本校成員認為學校為一生命共同體。 
2.本校成員能坦誠溝通，互相尊重彼此意見。 
3.本校成員對他人不同之觀點時，能以建設性方式應對。 
4.本校重視內部發生的問題，並快速建立解決問題的機制。 
5. 本校存有為數不少的溝通瓶頸。 
6.本校在校務發展上，重視組織成員一起提供討論並專業意見。

7.本校各單位都能分工合作，一起完成任務。 
8.本校會在擬定各項計畫時，事先做好協調的工作。 
9.本校有專設之溝通網絡（如留言板），可讓成員陳述其意見。

10.本校具快速與正確之決策能力。 
11.本校各單位在業務執行上非常注重效率。 
12.本校會將重要事項排入進度表，並按時完成。 

余雅文（2003）； 
林靜宜（2002）； 
Teece et. al（1997）；
Eisenhardt和 Martin
（2000）。 

學

習 
1.本校對最新之專業知識與新科技發展相當大的關注。 
2.本校鼓勵學校成員學習最新相關專業知識。 
3.本校成員會主動學習以吸取新知。 
4.本校成員會透過多元的管道取得資訊。 
5.本校成員會彼此交換學習與教學心得。 
6.本校積極推動專業成長進修活動。 
7.本校會積極瞭解績效優良學校之辦學優點，並學習之以提升競

爭力。 
8.本校設有資訊蒐集小組，能快速獲得最新之資訊。 
9.本校成員能透過資訊科技設備進行學習。 
10.本校成員對於本校在營運環境的限制方面有足夠的認知。 
11.本校會蒐集他校之相關資訊，以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
效果。 

 

余雅文（2003）； 
莊立民（2002）； 
張易書（1999）； 
劉鎮寧（2004）； 
魏 惠 娟 等 人

（2003）； 
Luo（2002）； 
Wick 和 Le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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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4  本研究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題項及參考資料來源 
層

面 

題  項 參考資料來源 

知

識

整

合 

1.本校成員會透過各種方式，分享專業經驗與知識。 

2.在課程與教材開發過程，本校各單位間經常有非正式且直接溝

通的情形。 

3.本校設有專業團隊，以協助其他成員工作上的解決難題。 

4.本校注重團隊精神，並能無私地分享所知。 

5.本校取得之新資訊能即時分享給其他成員。 

6.本校對於已經擁有的各種專業知識與資訊，會針對重要的知識

（本校獨特的教學方式與教材）訂定合理的規範以加以保護其

智慧財產權。 

7.本校主網頁具有教學資源分享的機制。 

8.本校成員會因為在知識整合上做出貢獻而獲得獎勵。 

9.本校能妥善保存以往辦學的相關檔案資料。 

10.本校會辦理研習或觀摩會，安排優良教師或行政人員傳承知

識，並記錄以供參考。 

王 如 哲 （ 2000, 

2002）；王振州

（2000）； 

王瑞壎（2003）；

賴文堅（2002）。

 

策

略

彈

性 

1.本校能隨環境變動而調整內部運作程序。 

2.本校能依據環境變動而適度調整課程與教學。 

3.本校會擬定多份校務計畫，以因應多變的環境。 

4.本校會運用校際交流、相互觀摩、策略聯盟等方式，加強與他

校合作。 

5.一旦某些課程不符所需，學校會啟動退場機制。 

6.本校會經常調整校務發展方向，以符合時代所需。 

7.本校會嘗試用不同的作業程序來加速達成學校目標。 

8.本校在推動校務時，會考量社區需求，並尋求支持。 

9.本校能瞭解大環境的不穩定，在計畫擬定上重視未來之大趨勢。

10.本校會重視學生對學校營運的意見與看法。 

11.本校能掌握上級主管之政策並及時因應。 

 

王振州（2000）；

余雅文（2003）；

莊立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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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4  本研究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層面、題項及參考資料來源 
層

面 

題項 參考資料來源 

創

新 
1.本校領導者願意進行改革與創新。 
2.本校成員對於具體之改革多給予支持，並設法落實。 
3.本校對能創新教學和教務之學校成員給予口頭或實質的獎
勵。 

4.對於一些具有創見的想法，本校會給予鼓勵。 
5.本校會適時變動相關課程與設備，以滿足學生的需
求。 

6.本校教師會將科技融入教學，並使用創新教學策略。 
7.本校成立教師教學研究組織以進行研究發展工作。 
8.本校尊重社會大眾所提供之辦學意見，並做為決策時之參考。

9.本校會依據家長與學生之需求，改變服務項目與方式。 

沈明權（1999）； 
張明輝（2002）； 
黃瓊容（2004）； 
蔡明田、陳忠仁、莊

立民（2002）； 
濮世緯（2003）； 
Higgins（1995）。 
 

科

技 
1.本校能運用資訊科技處理行政工作。 
2.本校善用科技來進行資料管理之工作。 
3.本校設置充裕之科技設備，使全校能趕上科技潮流。 
4.本校成員會運用創新之教學媒體及教材上課。 
5.本校之資訊科技(IT)系統建制完備，並已建構完整之個人或團
體間的資訊流通網路。 

6.本校鼓勵學校成員學習新的科技。 
7.本校採用最先進資訊系統和網路連結。 

王 如 哲 （ 2000, 
2002）； 
范垂仁（2002）； 
賴文堅（2002）； 
許燿鴻（2004）。 

定

位 
1.本校擁有其他學生所沒有的獨特文化。 
2.本校具有優秀的組織成員。 
3.本校在校務運作上重視健全之財務。 
4.本校會運用各種行銷手法來提高學校聲望。 
5.本校會設法建立社會大眾對本校之定位與辦學方針。 
6.本校會推動學校品牌計畫，並透過行銷策略，提升學校形象。

7.本校會積極與家長保持良好的互動的關係。 
8.本校對自己的定位清楚明確。 
9.本校擁有良好的形象與聲譽。 

余雅文（2003）； 
黃義良（2004）； 
Barney(1991)； 
Teece等人（1997）。

核

心

僵

固 

1.本校對於既有的組織結構與運作績效感到滿意，並安於現狀。

2.本校在問題解決過程總依循過去的解決模式，了無新意。 
3.本校之運作一成不變，組織成員每天只是在進行例行性工作。

4.本校決策過程總以高層（校長、主任）之意見為依歸，其他

成員即使參與也甚少提供意見。 
5.本校學校成員作風較保守，對於變革之事總是虛與委蛇。 
6.本校對於外界回饋訊息與環境變化之關注明顯不足。 

余雅文（2003）； 
Leonard-Barton(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