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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依據文獻分析與第四章之研究發現，依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提出結論，並依據結論提出建議。本章共分兩

節，第一節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發現歸納結論；第二節則依據研究結論

對提出若干建議，以供做為量表應用、相關政策制定、學校運作及未來

研究時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壹、高中職動態能耐量表具有良好信度與效度，可由七個層面加

以評量。 

本研究依文獻分析結果所發展之動態能耐量表有八個層面 74 個題

項。經三個回合之 Delphi意見整合後，調整為 7個層面 58個題項。七

個層面分別為行政整合、定位、科技應用、學習、創新、知識管理與策

略彈性。量表在預試過程經信度分析後共刪除 11 個題項，經信度分析

整體量表之α係數為.9731，顯示本研究所編製之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

在效度方面，經探索性因素分析後發現與德懷術之結果呈高度符合相

符，故效度良好。 

正式施測後並利用信度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來瞭解本研究所發

展之研究工具之信度與效度。在信度檢驗方面，在各層面與總量表之相

關方面，各向度與總量表之內在相關皆.001達統計顯著水準，而各相關

程度介於.783 ~ .908，顯示本量表之內在結構良好。總量表之α係數

達.9728，各分量表的 α 係數介於.7469~.9153，顯示本研究所發展之量

表其信度甚佳。各細項指標與總量表之內部一致性考驗方面，除第 44

題「本校在一些重要會議上常爭論不休，議而不決」之校正後題目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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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 α 值低於 0.5 之外，其他細項指標皆達 0.5 以上。本研究認為由於

該題為反向計分題，易造成填答者在填答過程對此題目意涵產生混淆，

而造成其校正後題目與總分之信度係數不如預期。但未來的研究中，應

可做為優先刪題之參考，以提高高中職動態能耐量表之內部一致性。在

效度檢驗方面，本研究經文獻分析、德懷術與預試分析後發展而成之「學

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包括 7個層面，並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來驗證先

前所建構模式之適配度。在違犯估計方面，本研究提出之理論模式並無

違犯估計之情形。在整體模式適配考驗方面除了 GFI、AGFI及 Hoelter

的臨界值未能達理想要求標準外，RMSEA、SRMR、NFI、NNFI、CFI、

IFI、RFI、PNFI、PGFI 等指標都可達到要求，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模

式和資料之適配程度尚佳，屬中等適配。在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方面，

在模式內在個別項目的信度除第 35 題（0.42）、第 43 題（0.40）、第 47

題（0.27）小於 05之外，其餘皆在 0.5以上；潛在變項的組成信度皆高

於 0.6；潛在變項之平均變異抽取量除了「創新」與「知識管理」兩個

層面稍低於 0.5 之外，其餘層面皆大於 0.5 結構適配度考驗方面，顯示

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其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大致能完全達到所要求的

標準，模式內在品質尚佳，顯示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綜言之，透過因

素分析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過程，顯示本研究所發展之動態能耐量

表具有相當之信度與效度，可由七個層面有效測量學校組織之動態能

耐。 

 

貳、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之動態能耐沒有顯著差異。 

從學校性質來看，本研究發現高級職業學校之動態能耐（M=3.664）

平均稍高於高級中學（M=3.62），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本研究認為，

高級中學由於受到升學主義長期之保護，加上學生來源較無虞，在動態

能耐之整體表現不如高級職學校。高中除科技應用之表現較高職佳之

外，其他六個層面之平均皆低於高職。高級職業學校由於升學主義愈演

愈烈，又加上政府政策之搖擺不定，其不得不監控市場及環境變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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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動態能耐之表現較高中為佳。 

 

參、私立學校之動態能耐高於公立學校，在「定位」、「知識管理」

與「策略彈性」等三個層面之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 

本研究發現私立學校之動態能耐評量表現普遍較公立學校佳，而在

定位、知識管理、策略彈性等三個分量表更達顯著差異，且私立學校明

顯高於公立學校。     

由於私立學校在營運上未受政府經費所保障，在經營形勢上較類似

企業組織，其不但重視學校的辦學特色以吸引學生，還必須透過行銷策

略，來建立學校品牌和提升學校形象。再者，私立學校長期以來將學生

家長當成顧客，故較為重視與家長良好關係之維持，而且為了提高社會

大眾對私立學校之接受度，故必須有更為明確之校務經營重點，且必須

設法讓社會大眾瞭解學校發展之重點與辦學方針。此外，在營運上對優

勢與劣勢之分析，私立學校明顯較佳，且會設法去扭轉劣勢。相較之下，

公立學校由於受到政府之保護，缺乏憂患意識，在定位層面之表現明顯

不如私立學校。 

在知識管理方面私立學校明顯優於公立學校，探其原因，公立學校

雖然建置較佳之資訊科技設備，但是由於組織成員之自主性較高，團隊

精神薄弱，對重視分享、綜效、團隊精神之知識管理反而形成障礙。反

觀私立學校，各組織成員瞭解彼此唇齒相依，故較能群策群力，為學校

之經營而共同努力，在知識管理之表現亦明顯優於公立學校。 

在策略彈性層面，公立學校可說是典型之鬆散結合型組織，在會議

上除非出現具魄力的領導者，否則要達到共識相當具有難度。再加上公

立學校因學生來源較為穩定，對於社會大眾之需求回應上較為不積極，

也較不主動去配合社區之需求進行改變。私立學校為求生存，在校務上

除必須考量未來之教育發展趨勢，也必須配合社區、家長之需求，調整

營運方向，故在策略彈性之表現明顯優於公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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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立歷史較悠久之學校具有較佳之動態能耐。 

本研究發現歷史較悠久之學校動態能耐普遍高於成立時間較短之

學校，且在「行政整合」、「定位」、「學習」和「策略彈性」等四層面之

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 

    本研究發現在行政整合層面，成立歷史在「61 年（含）以上」之學

校其平均顯著高於「15 年（含）以下」之學校。在定位層面，成立歷史

為「31-45 年」之學校其平均顯著高於「15 年（含）以下」之學校。在

學習層面，成立歷史在「61 年（含）以上」之學校其平均顯著高於「16-30

年」之學校。在策略彈性層面，成立歷史在「31-45 年」之學校其平均

顯著高於「15 年（含）以下」之學校。 

由此可知，歷史較悠久之學校普遍上其動態能耐較成立歷史較短之

學校為高。在行政整合層面，具有悠久歷史之學校由於其已建立起一套

行政運作程序，再加上各處室人員及教師已相當熟稔，許多之意見交流

與協助皆可在非正式或平常之語言交流中完成，故在行政整合方面反而

高於成立時間較短之學校。在定位層面，一個組織從草創時期發展至成

熟穩定期，必須經由時間之淬試與無數之挑戰。 

以定位為例，其為組織經年累月所累積之資產或競爭優勢，包括學

校品質獲得肯定、校譽等皆須經過長時間才能建立。故成立歷史較久之

學校相對而言較具品牌與資產競爭力。 

在學習層面，成立歷史較久之學校，雖然就某種層面來看較可能發

生組織核心僵固的情形，然而組織本身之盛衰有其週期，但每個組織深

具特殊性。本次之調查中發現成立歷史在「61 年（年）以上」其學習得

分高於「16-30 年」，顯示組織學習為組織經營之重點，組織要能夠永續

經營必須不斷學習與成長。 

在策略彈性方面，成立歷史較久之學校其策略彈性得分高於成立 15

年以下者，這顯示在草創期間，百廢待舉，必須建立起制度與結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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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運作上講求程序與方向，而成立歷史在 30 年以上者反而必須適時

調整結構與營運方向，才能順應時代的潮流。因此，成立歷史較短之學

校其策略彈性之得分反而比成立歷史較悠久之學校來得低。 

 

伍、規模太小之學校其動態能耐偏低，競爭優勢不如規模較大之

學校。 

本研究發現規模較大之學校其動態能耐普遍高於規模較小之學

校，且在「定位」、「科技應用」兩個層面及整體量表之差異達統計顯著

水準。學校規模而言，在校置層面，不同規模之學校其動態能耐有顯著

不同。其中，「21-40班」與「41-60」明顯高於「20班(含)以下」者。在

科技應用與整體量表方面，亦顯示規模較大之學校其動態能耐明顯高於

規模較小之學校，顯示學校規模大小與組織動態能耐有正向關係。學校

組織必須達到一定之規模，才較具競爭優勢，若太小（如班級數低於 20

班）則其競爭力將較為不足。本研究之統計結果顯示，當組織規模達到

某種規模時，其動態能耐之差異變得較不明顯，顯示學校規模並非動態

能耐之充分條件，但卻屬必要條件。 

 

陸、偏遠地區之學校其動態能耐明顯低於都市與鄉鎮地區之學

校。 

本研究發現，都市地區與鄉鎮地區學校其動態能耐普遍高於偏遠地

區之學校，且在「定位」、「科技應用」、「創新」、「知識管理」四個層面

及整體量表之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這顯示長久以來教育資源不均之問

題與教育機會均等之問題仍未獲得明顯之改善。偏遠地區之學校由於地

理位置的劣勢，優質之學校人員並未見得會選擇到該地區任教，使得學

校即使經費不缺，但人員之素質仍然無法提昇，長久下來其組織動態能

耐自然低於都市或鄉鎮地區之學校。再加上偏遠地區交通不便、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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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基礎建設較差，難以建立其競爭優勢，故政府應積極加強偏遠地區之

基礎建設，並獎勵優秀人才前往任教，才能扭轉偏遠地區學校之劣勢。 

 

柒、男性學校教育人員之動態能耐知覺明顯高於女性學校教育人

員。 

就性別方面，男性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之知覺高於女性教育人員，

並在「行政整合」、「定位」、「創新」、「知識管理」、「策略彈性」等五個

層面及整體量表之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由於男性教育人員參與行政事

務較多，且學校在組織行政工作團隊過程中亦較倚重男性，使得男性接

觸外界之機會較多，對於學校整體營運與外部大環境轉變情形之認知也

較高。另外，男性由於性別之差異，普遍上較具企圖心與全力以赴之想

法，故對於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知覺程度較高，並設法讓使學校更具競

爭優勢；而女性教育人員則多數擔任導師或放諸較多心思於教學與家

庭，再加上部分女性教育人員必須分散注意力於家庭，使其學校參與度

降低，故在動態能耐知覺較男性教育人員為低。 

 

捌、年齡較大之學校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知覺高於年齡較小之學

校教育人員。 

本研究發現，年齡較大之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知覺普遍高於年齡較

小者，且在「行政整合」、「定位」、「科技應用」、「創新」、「知識管理」

與「策略彈性」等六個層面與整體量表之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因此，

年齡較長之教育人員其學校組織動態能耐知覺較高。本研究認為由於年

齡較大之教育人員由於其人生歷練與行政經驗較為豐富，使其更能體認

到學校運作之困難處以及適應環境之努力情形，因此在學校動態能耐方

面之知覺相對高於年齡較小之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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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擔任行政職務之學校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知覺明顯高於未兼

行政職務之學校教育人員。 

本研究發現擔任行政主任或組長之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知覺在整

體量表及各分量表皆高於擔任教師職務者，且在總量表及分量表皆達統

計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擔任主任或組長之學校人員因其與學校之營運

有著密切的關係，在許多方面如招生、各校之競爭策略與營運方向等都

必須去深入瞭解。因此，他們對於整體外在環境之變化必須精確掌握掌

握，並致力於內部協調整合，以使學校之營運順暢，增加競爭力。故其

必須要瞭解學校本身之優勢與劣勢，以及面對動蕩之教育環境其動態能

耐之情形。換言之，行政參與度與動態能耐之間有著相當密切的關係，

教育人員行政參與度愈高，其動態能耐知覺愈高。 

 

拾、不同教育程度之學校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之看法沒有顯著差

異。 

本研究發現在學歷方面，動態能耐之得分並未因學歷之不同而有顯

著的差異，唯學歷愈高，其動態能耐所知覺之學校動能耐愈低。本研究

認為由於具高學歷之教育人員，其對於學校在動態能耐之要求標準愈

高，故對於學校動態能耐分數之評比時偏向訂於較高之理想標準進行評

分，使得其認為學校動態能耐之得分較低之情形，實際上其學校動態能

耐之情況有待客觀資料之佐證。 

 

拾壹、資深之學校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得分明顯高於資淺之學校

教育人員。 

本研究發現資深之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知覺在整體量表及各分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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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皆高於資淺之教育人員，且全部達統計顯著水準。具體言之，服務年

資低於 5 年之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之知覺皆低於年資大於 5 年以上之教

育人員，而年資在 21 年或以上者，其動態能耐之分數皆高其他組別。

整體觀之，年資達 16 年以上之教育人員其對學校之動態能耐有較高之

知覺，顯示年資較高，其對於學校整體競爭優勢與劣勢有較佳之認知。 

 

拾貳、就高中職在「科技應用」層面之表現最佳，而在「知識管

理」層面之表現則有待改善。 

依本研究之調查結果，高中職之組織動態能耐得分總和平均為

2513.34，平均數為 3.642 分，高於量表平均數 3。由此可知，當前高中

職之組織動態能耐屬中上程度，普遍上應有一定之競爭優勢存在。各分

量表依平均數之高低排列，依序為：科技應用（3.768）、定位（3.749）、

學習（3.742）、策略彈性（3.65）、創新（3.55）、行政整合（3.522）、知

識管理（3.489）。換言之，目前高中職在「科技應用」層面得分最高，

而「知識管理」層面得分最低，這顯示高中職在科技應用層面表現較佳，

然而在知識管理方面則有待加強。顯然，在企業界最重視之知識資本，

在學校中仍為極為欠缺的部分。本研究認為學校缺乏並未有設立專門人

員進行知識蒐集、整理、分享之工作，與企業界中編制知識長（chief  

knowledge officer, CKO）與相關人員來負責組織之知識流通與分享，使

組織之知識獲得最大之效益之情況不同。再加上學校組未設置易於操作

之知識分享平台以及相關有利的誘因，使知識管理之效果並未顯現。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297

第二節   建  議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發現與結論，提出數項建議，以供作為量表應

用、教育主管行政機關擬定政策、學校運作、與未來研究時之參考。 

 

壹、對「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應用上之建議 

一、應善用動態能耐量表做為組織進步之學校經營引導指標 

    現今欲改善學校績效之量表相當多，例如「知識管理量表」、「組織

學習評量工具」等等。然而，該工具僅從單一向度來評估組織之營運情

形，易流於以偏概全的危機。建議學校組織可應用本研究所建構之動態

能耐量表來瞭解學校當前在營運上之優勢與劣勢，以及環境與市場變化

之適應情形。換言之，透過七個分量表之測量指標，可評量出學校目前

之優勢，及其待加強的部分，對於學校之經營，具有導引性的作用。 

    再者，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亦可做為組織之檢核工具，若能定期

使用本研究所發展之量表於組織動態能耐之評量上，將可長期追蹤與監

控組織與環境變遷、市場需求之契合程度，不致於發生跟隨不上時代的

窘境。 

 

二、應進一步確認量表與模式之適當性 

    本研究所發展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共涵蓋七個層面與 47 個細

項指標，可提供學校在瞭解本身環境應變力時之重畏參考工具。然而，

本研究發展之動態能耐量表為高中職版，故在使用時應限制定高級中學

與高級職業學校。 

    另外，本研究所建立之研究工具雖經嚴謹程序驗證，然而，「創新」

層面之標準化係數達 0.98，並不理想；潛在變項之平均變異抽取量中，

雖然其餘五個層面皆大於 0.5，但「創新」與「知識管理」兩個層面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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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低於 0.5，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架構仍存在誤差。此外，組織之

動態能耐隨著時代之不同而有不同的指標，故仍需持續進行模式關係之

驗證，並建議進一步深加研究以提出新的架構，以期能建構出更正確、

更符合時代需要之模式。 

 

貳、對教育主管行政機關之建議 

一、應隨時監控大環境之變化，擬定適當之政策並快速將訊息傳達給學

校單位 

    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政策仍為各層級學校在政策擬定與營運方向

之重要依據。本次研究中發現目前由於主管教育機關尚有許多之政策與

規定造成高中與高職在運作過程中受到很大的限制。例如由於受到法令

之限制，公立學校無法隨環境之變遷而隨時調整結構與內部運作程序。

高中職之學校經費運用受到管制，而使學校無法更彈性地運用教育經

費，充實必要資源。這些，皆有賴教育行政主管機關適時進行法令與政

策之修訂，使學校政策能跟上環境與市場之變化。 

 

二、應致力降低偏遠地區學校與都市、鄉鎮學校之差距 

本研究發現都市地區與鄉鎮地區之學校其動態能耐高於設立於偏

遠地區之學校，特別是在「定位」、「科技應用」、「創新」、「知識管理」

四個層面及整體量表之差異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長久以來偏遠地區教

育資源不均之問題與教育機會均等之問題仍未獲得明顯之改善。偏遠地

區之學校由於地理位置的劣勢，優質之學校人員並未見得會選擇到該地

區任教，使得學校即使經費不缺，但人員之素質仍然無法提昇，長久下

來其組織動態能耐自然低於都市或鄉鎮地區之學校。教育主管機關應加

強偏遠地區之基礎建設（例如資訊科技基礎設備、網際網路品質），獎

勵優秀人才前往任教，才能有效降低城鄉差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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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適度調整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之教育資源分配，以使學生享有平

等之教育資源。 

    由本研究可發現公立學校之動態能耐低於私立學校，且在運作上有

較嚴重之核心僵固。政府將絕大部分之教育經費撥予公立學校，反而使

公立學校逐漸喪失動態能耐，不求創新與變革。政府應重新思考教育經

費分配政策之正當性，並以辦學績效為指標，將教育經費進行重分配。

那些辦學不力、績效不佳之公立學校應減少其經費補助，那些辦學績效

佳卓越之私立學校則應獲得獎補助。這不但能使公立學校提高警覺，也

使公、私立學校之學生能享有相同之教育資源。 

   

參、對高中職之建議 

一、應建立完善之資訊蒐集系統，以強化學校之動態能耐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中確認了學校處於動態、變遷快速的環境中，學

校組織若要趕上時代之腳步，維持競爭力，則必須具有完善之資訊蒐集

系統，以監控外部環境之變化，並適時調整內部之結構與策略（例如調

整校務發展方向、調整課程結構等），以趕上時代之需求。因此，學校

應建立完整之資訊蒐集系統，使學校能快速獲得瞭解外部環境的變化與

市場的需求，以快速回應之。 

 

二、應增加學校成員參與行政事務之機會 

    本研究發現學校之行政人員（主任或組長）其動態能耐得分高於一

般教師。由此可知，擔任行政業務之學校人員較能夠深入的瞭解學校之

營運狀況，包括學校所面臨之競爭對手、招生狀況、學校排名、學校口

碑、政府教育法規之修訂等。除此，掌握整體外在環境變化才能使學校

及時進行革新，保持營運順暢及競爭力。學校若欲提升學校之動態能

耐，可讓學校之教師多參與行政工作，如此不但讓行政人員與教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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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體會對方的想法，亦較能分析學校之優勢與劣勢，彼此群策群力，

為達成學校願景共同努力。 

 

三、應加強行銷策略，以增進學校信譽資產之優勢 

    本研究發現組織之資產優勢為競爭力之重要來源。在學校方面，其

重要之資產為信譽資產，這即是為何莘莘學子爭破頭也想唸名校，因為

名校就是品質優良的保證。因此，學校若要能提升其競爭優勢，除了辦

學優良之外，行銷策略是否成功也很重要。相關之行銷策略，如提供財

務協助（就學貸款）、招生說明會、學校網頁設計、媒體曝光率等，皆

為學校促進信譽資產之有效行銷策略。 

 

四、應定時檢視學校之優勢與劣勢，以避免核心僵固的情況發生 

    本研究中發現組織有其生命週期，也即興盛後必將進入衰退。此因

組織之運作一旦建立起完善結構，若非繼續學習、修正與活化組織，則

將使組織之運作過於墨守成規、不求改變，致使其競爭力下降。此時，

若組織無法立即採取適當措施，扭轉劣勢，則會使營運發生困難，更嚴

重者將陷入營運危機。為避免核心僵固之情況發生，組織必須不斷進行

學習，注入新知識與新元素，在不斷變革與創新的過程建立新核心能

耐，維持競爭優勢。 

 

五、應建立學校之知識管理分享文化，以增進創新之能量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在知識管理層面之平均得分最低，這顯示高中職

在知識管理方面則有待加強。學校由於未有設立專門人員進行知識收

集、整理、分享之工作，與企業界中編制相關人員來負責組織之知識流

通與分享，使組織之知識獲得最大之效益之情況不同。再加上學校組未

設置易於操作之知識分享平台以及相關有利的誘因，使知識管理之效果

並未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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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界最重視團隊間的知識分享與合作，其相信透過研究團隊的

腦力激盪為創新的最大動力。在學校中，教師為知識來源的主體，故教

師之間無私之知識分享交流不但能提昇課程內容的豐富性，更能在相互

的討論與交流中激盪獨特創新之觀點，創新多贏。諸多研究發現，多分

享多學習是提高競爭力最好的方式，但在個人利益衝突與缺乏互信的考

量下，組織成員易形成私藏文化，因為害怕自己競爭力會因分享而降

低，對於組織之競爭力有不利的影響。對組織成員而言，藏私的自利行

為，並不會因此降低個體的競爭力，但卻對組織整體之競爭力帶來傷

害。是以學校必須儘速建立互信之知識分享文化，如此才能帶來的互動

價值，大大提昇學校之競爭優勢。 

 

六、應設法留住優秀與經驗豐富之學校人員 

本研究發現資深之教育人員其動態能耐得分較高。換言之，若學校

組織能由資深之教育人員主動分享其行政實務與教學經驗，將能提升學

校之競爭優勢。此外，優秀之行政人員與教師為組織之重要資產，就如

同科技公司中之研發團隊，一旦失去，則將使組織之競爭優勢喪失。故

學校應設法讓優秀與資深之教育人員留任，以強化學校之競爭優勢。 

 

肆、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是針對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學校發展適用於國內之高中

職動態能耐量表，故所調查的對象僅限於台灣地區高中職之行政人員與

教師，並未調查其他人員（例如校長、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之看法。

未來之研究可擴大研究對象，加入校長、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以由多

元觀點來分析學校之動態能耐，可使研究結果更為客觀。 

 

二、量表施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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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動態能耐之評量上，主要以高中職內部人員（主任、組長

及教師）以自評方式進行，雖可有效蒐集學校組織動態能耐之實際情

形，但若欲進一步瞭解學校本身與其他學校動態能耐之差異，除了以此

量表之結果進行自我評量外，應納入相關客觀之資料與專家學者之評

比。如此不但可提高動態能耐評量結果之可信度，亦可進一步提供校際

間的比較。 

 

三、研究方法方面 

    在量表發展方面，本研究採用德懷術來進行，雖然能獲致共識，並

達集思廣益之效果，卻可能因為必須訴諸文字而無法讓專家學者暢所欲

言，更無法進行團體面對面之溝通與回饋。未來之研究若專家群之時間

允許，可以採用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method）或面對面之腦力激盪

法，如此能使專家群彼此增加溝通互動之機會，可使所編之量表更為周

延。 

在現況調查部分，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進行，以回收之問卷為分

析的依據，雖然較能廣泛收集各校資料，但就方法論取向上仍有不足之

處。例如填答者在填寫過中所遭遇到環境因素影響而未能真實呈現其想

法與感受。故未來之研究可酌加使用質化取向之研究法，以（深度）訪

談、實地觀察、個案長期性追蹤等方式來瞭解學校動態能耐是如何形

成，又如何去維持競爭力，以相互印證補充，使研究更臻完善。 

 

四、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之「動態能耐量表」仍研究者經由文獻分析與德懷術

專家意見整理編製而成，雖經信度、效度之檢驗，但動態能耐指標仍為

初次建構，故未來仍有賴後續研究者針對本研究所發展之量表進行使用

修正與驗證，以建立更為完善之指標。 

本研究所建立之學校組織動態能耐量表為高中職版（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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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ies Inventory-for Senior High Schools），由於各類學校所面對的環

境不確定性、環境變動頻率與環境複雜性並不完全一樣，故本研究所發

展之工具只適用於高中職動態能耐之測量。未來研究者可再發展適用於

大學或其他學校層級之動態能耐量表。 

 

五、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發展適用於學校組織之動態能耐量表，並未

探索動態能耐與其他變項之關聯性。未來之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動態能耐

與其他變項（例如校長轉型領導、組織健康、組織效能等）之關係，以

更進一步瞭解動態能耐與其他變項之作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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