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實際訪談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研發人員之後所

得到的資料彙整結果，以及相關文獻的佐證，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發現

並加以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將分別針對前面第一章的研究目的所提到的三個方向：「企

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動

機」、「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或機構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關鍵因
素」，來總和第四章的資料彙整與研究發現，再參照第二章中文獻探

討，做成本研究的研究發現： 
 

(一)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和業務特質 

 
透過訪談者的深入描述他們所參與的企業數位學習工作內容，再

根據 Hackman & Lawler所提出的變化性、自主性、完整性、回饋性
的四項核心構面以及合作性與友誼性的兩項社會互動構面，來解釋企

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和業務特質。最後套用 Hackman & 
Oldham的工作特性模式以及動機潛力分數，分析目前研發人員參與
此項業務的情況為何與當初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所設想的有落差存
在。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11：：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仍仍然然處處於於演演化化階階段段，，業業務務營營運運模模式式還還需需

要要不不斷斷調調整整。。  
 
企業數位學習目前是一個新興的產業，不論是從研發人員或是其

他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成員的訪談資料當中，皆可以發現目前的參與

者仍然在「邊做邊學」，持續摸索更好的方向。尤其對於經營企業數

位學習而言，擁有豐富的內容知識和經驗資產是相當重要的進入門

檻，必須形成可以產生綜效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而非僅是
興辦單純的教育訓練中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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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企業數位學習服務的客戶是產業界，產業界面臨瞬息

萬變的環境，也會不斷的調整學習需求來迎向新的挑戰。因此經營企

業數位學習服務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同於傳統的教育訓練，而是一

種動態調整步調的有機體。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22：：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具具有有高高度度技技能能多多樣樣性性((sskkiillll  vvaarriieettyy))  
 
從訪談資料發現，企業數位學習要從各種管道來收集領域知識有

關的資訊以及重組知識的架構與順序，將複雜的技術知識和實務經驗

整理到課程教材裡面，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另外，企業數位

學習除了以網路傳遞教材內容，以減少學習者差旅成本，提高學習的

效率的優點之外，為了達到與教室學習相近的成效，企業數位學習還

必須提供學習輔導、學習社群、實做練習等服務。因此，要使得學習

者能夠在兼具效率（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之下，利用
各種不同的途徑取得和貼近可資學習的素材、環境與對象。企業數位

學習的呈現風貌就必須依照學習者的需要，作出適切的調整。有時候

學習者在辦公處所利用網路上數位課程，下班之後和學習輔導業師約

好線上會議時間進行學習諮詢；有時候幾位學習者必須透過網路在社

群討論區進行合作計劃研究，預備幾天後到教室呈現協同完成的作

品；有時候領域內容專家需要和教學設計團隊共同討論某專業領域學

習方式與教學策略，並請課程專案經理和課程體制作廠商聯絡時間，

一同研究課程中的動畫表現手法。 
 
而研發人員平日在實驗室和工廠裡面工作，面對的是冰冷的儀器

設備；處理的是嚴謹的實驗數據，所講求的是證據事實，所追求的是

具體目標。但是企業數位學習變化多端的風貌，不僅和研發人員平日

的工作特性有很大的不同，也與傳統的教室教學訓練有差異。因此，

這種高度變化的工作特性，參與工作者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在適當的時

候，交互運用不同的技術和才能，才能成功的完成工作。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33：：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有有很很深深遠遠的的工工作作重重要要性性((ttaasskk  ssiiggnniiffiiccaannccee))  
 
工作重要性所指的是工作對於他人生活或是工作的實際影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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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企業數位學習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從訪談中發現到： 
(1).一般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做法，讓實務來決定

學習的方向，也支援學習的過程，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學習社群能夠產

生、分享及配置知識，讓學習透過實做和經驗交流而發生。企業數位

學習的學習社群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但與實務社群相結合，透過網路

的串聯也使得學習者能夠跨越地理上拘束與遠在千里外的社群成員

互動，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是以倍數般的成長。 
 
(2).傳統教育訓練當中的講師−學員關係是單向的，一為給予者而

一為接受者，課程結束之後，彼此的關係通常也就消失。不過企業數

位學習則有所不同，身為知識提供者的研究人員，也能夠在企業數位

學習社群中與學習者互動，彼此學習、成長，更有機會結交到有共同

興趣的夥伴。研發人員在網路課程的傳遞和輔導學習的時候，扮演著

引導的角色，但是回到實務社群裡面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經由互動

學習的過程交換彼此的心得，實體與網路上的人脈匯集成群。由訪談

後的結果，研發人員在企業數位學習社群中是帶領者，成為意見領袖

並且影響到其他社群成員。另外，研發人員在擔任領域內容專家的過

程中，需要對自己的領域知識不斷的反思和重新建構，才能夠形成課

程的雛形，這樣會讓研發人員的領域知識更形紮實。因此企業數位學

習對於學習者和參與工作的研發人員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此項工作的

重要性將十分深遠。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44：：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現現階階段段的的工工作作可可辨辨識識性性((ttaasskk  iiddeennttiittyy))偏偏
低低  

 
能夠結合各種任務，並構成自然的工作單位，能使得工作有較高

的可辨識性。自訪談中可以發現： 
 
(1)研發人員雖然是企業數位學習當中非常重要的領域知識來

源，但是就以領域內容專家所負責的工作而言，研發人員僅處理蒐集

資料、編輯內容和領域知識相關的工作，其他像是教學設計、課程體

的動畫設計、配音等等，皆不是研發人員所能著力之處。企業數位學

習還有許多像是網路課程教學平台、課務行政等等的工作，需要有其

他成員來負責。所以每個參與成員所完成的工作：領域內容專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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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影片和講稿、教學設計團隊完成的教學設計規範書、課程體製作

廠商的多媒體影片等等，都只是一小部分的產出而已，還無法形成完

整的企業數位學習。每個參與工作者的工作成果，還不是一個明顯可

辨識的單位。 
 
(2)企業數位學習在課程準備方面，需要不斷來回協調內容呈現

方式；在學習社群帶領方面，需要持續不斷的和實務社群結合互動。

企業數位學習的各項分工並沒有明顯的起點和終點，而是需要隨時依

照需求調整。 
 
(3)企業數位學習的對於參與者、學習者和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所

產生的效應現在尚未顯現出來，它需要系統化、長時間來進行課程反

應、學員學習、績效表現、企業成果四個階段的學習評估(Horton，
2002)。以訪談結果來看，研發人員還無法明顯的察覺自己工作歷程
的改變，而且目前工作的成果並不明顯。 

 
因此依照工作特性模式中，核心工作構面和心理狀態的因果關係

來解釋，因為工作任務的可辨識性是偏低的，所以研發人員對於企業

數位學習的意義，感受仍不算深刻。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55：：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具具有有相相當當高高程程度度的的工工作作自自主主性性((aauuttoonnoommyy))  
 
企業數位學習所欲傳遞給學習者的內容，並非一般隨手可得的知

識，具有相當高的進入門檻，專業程度就成為非常重要的考量點。以

研發人員擔任領域內容專家為例： 
 
(1)從研發人員的訪談中得到，由於他們對於專業知識的熟悉，

使得他們對於數位學習課程內容有相當高的主導性，對於教材內容務

必求取正確無誤，對於編排的邏輯和順序有自主的想法，並且堅持保

護自己和企業組織/法人機構的智慧財產權的原則，因此其他成員需
要花費較長的時間與研發人員溝通。 

 
(2)另外從其他成員訪談的交叉比對中得到，其他成員因為對專

業領域知識不瞭解，並且專業領域知識進入障礙頗高，無法快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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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以很難改變研發人員對於專業領域知識學習的看法，並且需要

很大的努力才能詮釋好教材內容。 
 
因此研發人員是知識的掌握者，而數位學習課程、實務經驗傳

承、技能學習等等都與知識息息相關，因此企業數位學習對於研發人

員提供了很高的自主判斷程度。Hackman & Lawler(1971)就指出，具
備高自主性的工作特性會讓工作者比較感受到責任感。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66：：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目目前前的的工工作作回回饋饋性性((ffeeeeddbbaacckk))尚尚不不顯顯著著  

 
工作的回饋性是指執行工作的時候，個人能夠得到有關工作效

率，清楚又直接的訊息的程度。由訪談的結果來看，在回饋性方面： 
 
(1)研發人員目前參與企業數位學習並未得到主管特別支持、同

事的反應普遍冷淡，現在也缺乏績效考核與課程評鑑的制度。 
 
(2)企業數位學習回歸到本質還是與教育訓練很有關係，除了主

管和同事之外，工作本身也是十分重要的回饋因素，教育訓練很重要

的一環是來自學員的反應，以及教學本身帶來的樂趣，正應驗了老祖

宗的一句話：「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大樂事」，可見企業數位學習也

很需要來自於學習者的回饋。 
 
目前由於整個企業數位學習的發展現在才屬於起步的階段，學習

者人數還不是很多，現在僅限於網路課程部分提供服務，有關學習輔

導、學習社群和實習操作服務尚未完全展開，所以現階段的回饋性偏

低的。但是這種情況將會隨著未來業務漸漸成長，學員和研發人員的

互動增加，來自學員的回饋會逐漸增多而使得回饋性逐漸獲得改善。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77：：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具具有有跨跨功功能能團團隊隊合合作作的的業業務務特特質質  
 
企業數位學習需要很精細的分工，參與的每個成員皆各有專長、

各盡所能。要傳遞或呈現完整並且有效的企業數位學習，僅依靠研發

人員擔任領域內容專家以及幾位助教的協助，無法滿足來自四面八方

的學習需求；何況是當作是一項業務來經營，更無法採取單打獨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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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完成。從訪談發現中，研發人員需要與各種不同的成員合作(課
程專案經理、教學設計團隊、課程體製作廠商、學習業務負責人)，
並且與其他成員溝通自己熟悉的領域知識，由此可見企業數位學習的

合作性很高。雖然科技研發或業界工業服務一樣需要團隊合作才足以

成事，但是相對來說，研發團隊成員的同質性高，而企業數位學習業

務團隊成員的異質性非常大，需要跨功能的合作，研發人員幾乎無法

獨自決定所有工作程序，工作計劃內容也必須靠所有成員不斷的協調

才能定案。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88：：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具具有有吸吸引引追追求求高高層層次次需需求求滿滿足足的的研研發發人人
員員的的業業務務特特質質  

 
Hackman & Oldham(1975)提到，員工對於具有良好的特性的工作

會有較好的工作動機，同時需要考量到每個人個別成長需求上的差

異。成長需求在需求理論中是屬於高層次的需求，希望追求自我實現

的研發人員，相對於其他的人有追求更有挑戰性和激發性的工作的表

現。由訪談中看到，部分受訪者非常的認同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雖然

目前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還有改善的空間，可以解釋為他們

為了滿足自己的高成長需求，克服了現在的障礙。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11--99：：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動動機機潛潛能能分分數數((MMPPSS))還還有有再再提提昇昇的的空空
間間。。  

 
雖然本研究尚未製作實際的評分表來調查研發人員對於企業數

位學習業務的動機潛能分數，僅能用觀察受訪者對於工作內容的描述

來推演其工作特性，但是從工作特性模式的五大構面來看，以目前企

業數位學習業務的情形來說，「工作可辨識性」不充分；企業數位學

習目前對企業組織/法人機構與個人的影響程度還算有限，「工作重要
性」尚可，使得即便企業數位學習具有頗高的「技能多樣性」，也降

低了不少動機潛能分數。 
 
最重要的兩項構面是在「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回饋性」。只要

有一項為零，則激勵潛能分數會降到零，會使得內在激勵作用到達最

低。從訪談資料中發現，研發人員對於目前企業數位學習帶來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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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程度不高，即便研發人員可以在資料收集、課程架構過程中保持

很高的自主性，兩者相乘之下還是會造成激勵潛能分數不高，使得研

發人員因為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這樣的工作特性模式，而影響到內在激

勵，而使得內在工作動機不高。 
 
小結： 
綜合上面的描述，現階段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並不是很

突出，的確會造成研發人員參與動機不足和產生抗拒，可以藉由掌握

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推動企業數位學習的關鍵因素來增強研發人員參
予動機並且減低抗拒。 

 

(二)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動機 

 
研發人員的參與程度，幾乎決定了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成功與

否。參與的內外在動機越高，不論是擔任領域內容專家、學習輔導業

師、或是領導學習社群，都能夠將整個業務的素質提昇。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22--11：：研研發發人人員員需需要要很很強強的的內內在在動動機機才才會會參參與與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
業業務務  

  
從訪談資料顯示，少數的研發人員會因為自己對數位學習有興趣

而樂於參與，或者是基於一種成就感和榮譽心的驅使，即時現有的研

發工作再忙，面對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推行數位學習新業務仍然全力
以赴。不過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並沒有特別足夠的

內在工作動機，原因可從訪談資料中看出，受訪者對於工研院要推動

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這件事情尚未完全認同，他們不瞭解企業數位學習

業務的全貌，更不清楚未來的工作將會有什麼改變，因此會採取被動

和觀望的態度。在同時面對既有的科技研發和業界工業服務的時候，

自然會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重要性向後排。再對照 Herzberg的雙
因子理論，研究人員普遍的成就感與認同度並不高，並且還有受訪者

表示並不看好此項業務成長可能性，皆顯示出激勵因素在此處是很欠

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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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敘述，可以得到目前研發人員對於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

務的內在動機尚顯不足。文獻中提到內在動機的衡量可從工作中獲得

樂趣及自我挑戰來加以觀察，前者著重於工作本身帶給個人的樂趣，

後者則是個人能力的發揮、對自身的認同及接受挑戰的程度等。從訪

談資料中印證，部分受訪者在擔任領域內容專家之後，覺得自己對原

來的領域知識重新作了知識的整理和重組而感到有收穫。這些受訪者

也對於企業數位學習業務較為積極地參與，並且比較沒有抗拒感。 
 
目前研發人員對於企業數位學習並沒有清楚的認知，也沒有感受

到此項業務所帶給他們內在激勵與滿足；與現在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比

較起來，企業數位學習尚無法引起研發人員足夠的興趣和對自我的挑

戰，工研院本身對此項業務的宣導不足應該是一大主因。 
 
訪談中也發現，具有相關教學經驗的研究人員對於企業數位學習

本身接受度較高。比對文獻可以看到，員工增加多元的工作經驗，可

以有成長與成就滿足的機會。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22--22：：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參參與與的的外外在在動動機機需需要要仔仔細細設設計計並並且且落落實實  
 
從訪談資料中顯示，工研院在推行企業數位學習方面，獎勵誘因

不足或是績效考核不能落實也是無法驅使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

習業務的原因。就外在動機而言，研發人員對於其工作行為動力是來

自於或是期望得自於外界資源的程度。從實質面來看，績效考核制度

並沒有做好配套設計，有的單位根本沒有把研發人員在企業數位學習

業務上的努力列入考績；有的單位則是陽奉陰違，表面上列入評比項

目，實際上還是只依據原本的業務表現來考評。 
 
從實質的獎勵來看，目前工研院對於講師鐘點費仍然以「課程播

放時數」來計算並且鐘點費率仍顯偏低，可是由於企業數位學習的特

性與傳統教室教學有很大的差異，研發人員需要花比過去更多的時間

在準備教材、與其他成員溝通等方面，因此「實際參與製作時數」非

常多而且很難詳加估算。而有關課程版稅、學習輔導費、甚至後續業

務盈餘分紅的制度，也都有待詳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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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實質的獎勵來看，主管普遍並不反對研發人員參與，但是既

定的工作要求不會因此而有所調整，仍然要求他們如期完成既定的研

發進度或是工業服務金額。研發人員的主管並不會給予他們在企業數

位學習業務上實質的肯定，也沒有給他們具體的支持。另外，研發人

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並沒有得到其他同事的協助，有的人甚至會

認為他們是比較倒楣才碰到這樣的事情，僅有少數的同事會基於情誼

提供協助。此外，工研院決策階層缺乏和研發人員做好推動新業務時

所必要的溝通，研發人員不明白決策階層對於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的願景與目標。從訪談當中可以得到，研發人員沒有感受到來自企業

組織/法人機構明顯支持的聲音，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研發人員
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外在動機無法確實的被滿足。 

 
再次對照 Herzberg的雙因子理論，目前的政策及行政措施不明

確、薪資福利並未因為業務增加而顯著調整、個人生活有可能因為需

要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服務而被打擾等等因素，都可以看成是保健因

素不佳的狀況。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22--33：：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傾傾向向於於追追求求更更高高層層次次的的需需求求滿滿足足  
 
從文獻印證與訪談資料中發現，研發人員對於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所提供金錢報酬多寡並不是非常在意，依照Maslow的需求層次理
論、Alderfer之 ERG 理論來看，研發人員較低層次的需求（生理、
安全需求）已經在工研院穩定的工作環境下被滿足，整個社會對高科

技從業人員的認同與尊敬已經滿足了較中層的需求，而從事前瞻研究

的所帶來的自我挑戰和成就也達成高層的需求。依照 Tingstad的文
獻，研發人員是高激勵導向的，是有努力意願的，尤其是追求具有挑

戰性的專案。因此，當新的業務進來的時候，如果這項業務無法給研

發人員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則他們的參與程度就會很有限。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22--44：：研研發發人人員員對對於於朝朝向向於於從從事事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的的業業務務變變革革表表
現現出出抗抗拒拒或或觀觀望望的的態態度度    

 
研發人員對於工作內容加入數位學習這樣的新業務，普遍有抗拒

的態度。從表面觀察到的現象是因為工作負擔加重，工作時間不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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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但是依據探討變革抗拒的文獻來看，還包括了許多原因。印證訪

談的結果可以發現，數位學習業務是在工作內容上和科技研發有很大

的不同，研發人員需要和其他專業功能的人士（如教學設計師：課程

體制作人員）協調溝通以共同完成工作；研發人員要站到第一線去面

對學員們各式各樣的問題；研發人員要在整個學習/實務社群扮演啟
動的責任。這與文獻中所提到研發人員的特質相比較－對技術的興趣

比對人的興趣高、比較不注重人際關係、不善於表達自己等等－有一

段相當大的距離需要克服。 
 
人們習慣於原有處理事務的方法，因此不願意配合改變（謝安

田，民 71）。工研院要變革到以研發為主體但是以服務為導向的企業
組織/法人機構，整體沉入成本（投入時間、精力和時間）必然相當
巨大。企業組織/法人機構上屬於機械式架構者，對於變革則傾向於
維持現狀（許士軍，民 84）。工研院雖是所謂的矩陣型企業組織/法人
機構，但是長期在科技專案計劃掛帥之下，所謂計劃主持人和直屬主

管的權利是非常巨大的，從訪談的資料中得到，姑且不論研發人員的

抗拒，其主管對於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觀望和保留態度，就足以

使得許多研發人員望之卻步。 
 
另外，造成抗拒的另一個原因，如 Hodge & Johnson（1970）提

到，決策階層並未向員工真正的解釋清楚工研院進行這樣業務的必要

性於急迫性，並且在規劃整個數位學習業務的時候，研發人員並沒有

參與其間，使得整個企業組織/法人機構變革抗拒的力量變得相當的
大。經由工研院的個案，再次印證 Agocs（1997）所提出抗拒不僅是
來自於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個體成員，也來自於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整
體。 

 

(三)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或機構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關鍵因素 

 
研發人員是知識創造的來源，也是知識擴散的中心。從研發人員

的角度來回顧工研院投入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優勢與缺失，可以得到

幾個相當值得深思的論點。一方面工研院是一個巨大的前瞻技術知識

寶庫，蘊藏著極為豐富的實戰經驗以及精湛的工程技術，如何將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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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發人員腦內的知識精華，透過各種方法釋放到產業界，將成果發

揚光大，並且取得繼續投入創造的資源，是決策階層念茲在茲的工

作，也因此會有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開展。另一方面，工研院屹立了

三十年，強大的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慣性使得新業務的推行顯得困難
重重，研發人員即使再有心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在整個企業組織

/法人機構氣氛和環境不明朗，甚至於決策階層無法充分與研發人員
溝通願景的時候，造成高層執行力不足，中階缺乏共識而基層無所適

從的結果。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33--11：：能能夠夠同同時時擁擁有有並並且且善善加加利利用用知知識識創創造造和和知知識識擴擴散散的的力力
量量的的企企業業組組織織//法法人人機機構構，，對對於於推推動動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相相當當
有有幫幫助助。。除除了了在在課課程程內內容容和和工工作作知知識識可可以以相相互互流流通通之之外外，，

既既有有業業務務和和新新業業務務在在規規劃劃和和執執行行層層面面上上都都要要整整合合，，以以尋尋求求

綜綜效效((ssyynneerrggyy))。。  
 
工研院的定位與一般產業界的公司不同，為加速發展工業技術而

成立，除以配合產業發展為導向外，並將強化前瞻技術研發，以增強

國家產業競爭力。一方面不斷發展包容性、關鍵性及前瞻性技術，並

配合產業界之需求，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面將研究成果秉持公正、

公平、公開原則，適時依適當方式，推廣技術至產業界。 
 
從訪談中發現，企業數位學習業務被認為是推廣的另一工具。學

者提到技術擴散有七種方式，其中提到了研討會、成果展示、人員訓

練(李仁芳，1998)。而企業數位學習則巧妙的結合這三者。工研院現
在既有的科技研究和工業服務和企業數位學習業務所要擴散出去的

內容有相當的關聯性，數位學習課程部分以目前正在進行或者是已經

有具體成果的研究計劃內容為主，從技術的應用面切入，尚未談到深

入的技術解析，因此初步是作為一個讓產業界能夠更明瞭工研院相關

技術的工作。推動數位學習業務不僅可以為產業界培育急需的人才，

同時也可以使得工研院增加技術推廣的管道以及開發創新研發的泉

源。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33--22：：經經營營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需需要要建建立立適適當當的的內內容容審審核核機機制制
並並結結合合企企業業組組織織//法法人人機機構構內內部部知知識識管管理理的的運運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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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1996)提到知識本身的「獨享性」，必須要具備公開的意願

和能力，才能使知識擴散有效運轉。因此為了確保知識的正確性並且

保護在知識創造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有商業價值的產出，訪談資料

指出要有一個審核機制來確保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不致於傷害尚未成

熟的創意。 
 
呼應到 Nonaka(1994)所提到的知識螺旋擴散，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必須和工研院日常活動做融合，例如和已經進行中的知識管理接軌，

以形成不斷循環的過程。Nonaka提到的知識四種層次，知識管理可
以擔任共鳴的知識社會化、觀念性的知識外部化、操作性知識內部化

的工作，而數位學習可以負責將系統化的知識結合化然後推出。工研

院欲發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就必須找出適當的方法讓知識管理相互

接軌，才能讓知識創造到知識擴散的環節串連起來並且形成一個迴路

系統。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33--33：：企企業業組組織織//法法人人機機構構把把知知識識創創造造過過程程自自然然融融入入企企業業數數位位
學學習習當當中中，，並並且且加加進進入入實實地地操操作作與與臨臨場場經經驗驗((HHaannddss--oonn  
eexxppeerriieennccee))，，將將使使得得技技術術知知識識擴擴散散可可以以更更具具備備完完整整性性。。  

 
專門技術知識的學習方式和一般知識的學習方式有很大的差

別，必須搭配實做練習和經驗傳承。從文獻中提到，技術知識特質的

不同會影響知識的吸收效果(花櫻芬，1996)。以工研院的所創造出的
技術知識來說，沒有辦法單單看過網路課程就可以學會整個技術。哲

學家 Gilbert Ryle主張把學習「內容」(know what)和學習「技巧」(know 
how)分開。僅是學得內容並無法學以致用，完整的技術應用得學到技
巧，而技巧是無法單靠資訊的累積達到，必須從實務學習技巧。因此

工研院應該將知識創造的過程考量進來，在提供企業數位學習的時

候，可以將其列入科技專案研發計劃的一部份、和業界工業服務項目

做整體包裝、或者是與技術移轉做結合，並且考量各種領域的知識特

性，才能使技術知識能夠完整的被產業界吸收，達到知識擴散的效果。 
 

研研究究發發現現 33--44：：企企業業組組織織//法法人人機機構構的的決決策策階階層層執執行行力力不不夠夠貫貫徹徹、、空空有有
宣宣示示而而無無配配套套策策略略、、缺缺乏乏宣宣導導措措施施是是企企業業數數位位學學習習業業務務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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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瓶瓶頸頸的的主主因因  
 
從訪談中發現，現在工研院雖然宣稱要全面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

務，由於宣導措施薄弱，研發人員對於整個業務將呈現的形貌並不清

楚，不明白將要會擔當的任務。僅是因為被指派而來參與此業務，原

本以為提供擔任領域內容專家提供教材知識即可，沒想到還有學習輔

導等職務，導致負擔沉重，又沒有提供獎勵，使得研發人員對於此業

務興趣缺缺。 
 
Marc J. Rosenberg (2001) 提到 10個建立 e-learning策略最常犯的

錯誤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缺乏願景。企業要進行自己的 e-learning策
略的時候，急於購置課程管理平台、建立/購買數位課程甚至建立工
作流程、人員配置，卻沒有把將會帶來的影響考慮進去。另外，決策

階層對於支持有著錯誤的解讀，認為只要口頭上支持就能夠風行草

偃，但是實際上卻不是想像的那麼容易，單是口惠而實不至，只是挫

折了包括研發人員在內所有數位學習參與成員的士氣。再者，忽視變

革也是一個常犯的錯誤，整個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文化和運作方式，
仍然維持著研究型企業組織/法人機構的制度，沒有因應顧客導向、
內容導向、價值導向的需求，調整到服務型企業組織/法人機構，要
經營企業數位學習的知識型服務是相當艱難的。 

 
工研院是個有著三十年歷史的企業組織/法人機構，人數眾多部

門龐大，以計劃為導向的架構，使得整個生態成為各個研究所、研究

中心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單位主管或研究計劃主持人的權力可以掌

控研發人員的績效評估，往往只從自己的研究計劃執行率和服務業績

達成率來考量，而將忽視整個工研院的長期發展。 
 
決策階層在既定政策的執行力不能落實貫徹，讓基層研發人員從

期待到落空，所造成的影響非常巨大。現在新的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開

展，固然許多配套策略付之闕如，而使得各技術單位觀望卻步，但是，

從訪談資料中看到，研究人員一直看不到決策階層貫徹執行的決心，

是他們對於參與新業務感到猶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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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據前一節的研究發現，將觀念相近的論點匯集在一起，

依照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發人員企業組織/法人機構企業數位
學習研發人員」，探討三者彼此之間的關係。 

 
綜合討論 1：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工作特性與研發人員的參與動機之

間的關係 
 
綜合上節的所述，我們針對研究發現 1-8、研究發現 2-1與研究

發現 2-3之間的關係討論： 
 
在現今產業市場變化快速、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技術進步一日千

里以及同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研發人員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以及與

時間賽跑的壓力，必須非常專注。研發人員會不斷尋求技術上的突破

和精進，除了企業組織/法人機構上的任務要求之外，研發人員尋求
高層次的需求滿足，讓一次又一次的挑戰極限的行為，可以解釋成研

發人員是為了追求卓越，達到自我實現。 
 
企業數位學習是一項結合網路學習、成人教育、職業教育訓練等

綜合活動，工作內容相當複雜並且具有挑戰性。同時，它必須不僅要

將外顯的知識依照教學的邏輯，經過有系統的方式編排成課程；還需

要有人把內隱的知識透過輔導、社群的潛移默化擴散出去。因此企業

數位學習是高度知識密集的活動，而研發人員是企業組織/法人機構
內知識的創造者，依照工作特性模式來看，雖然現階段企業數位學習

仍處於發展階段，它的回饋性還未充分發揮，但是可以讓研發人員展

現很高自主性。整體而言，企業數位學習應當會對研發人員有勇於挑

戰的吸引力。 
 
但是實際上，研發人員平日的工作任務相當的沉重，實在沒有太

多的時間去深入瞭解專業領域以外的事務。當企業組織/法人機構認
為知識需要作加值商品化而擴散的時候，研發人員的重要性再次被突

顯出來。在強大的工作壓力與不瞭解企業數位學習的全貌之下，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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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研發人員內在動機低落，僅是被動的參與業務，甚至對於企業組

織/法人機構推動此業務抱持抗拒態度。 
 
因此，如果企業組織/法人機構能增強研發人員參與的內在動

機，並且長期承諾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依照它自主性強、回饋性

將隨著學習者逐步成長的工作特性，自然會吸引更多的研發人員參與

其中，而使得整個企業數位學習業務成長。 
 

綜合討論 2：組織/機構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和此業務對組織/機構
所產生的效用 

 
面臨經營環境的劇烈變動，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對於未來的發展

需要有宏觀的想法和行動。以本研究當中的工研院為例，它現有的技

術服務模式已經型之有年，缺乏新意，成長空間有限。不過工研院是

一個產業知識的重鎮，「知識經濟」的大趨勢帶來「知識內容商業化」

的契機，因此工研院運用網際網路，將網路與科技結合，期望造就出

更多「高附加價值新服務」的機會，市場將遍及各個產業。 
 
企業數位學習就是在結合領域知識與經驗、專業人才與設備以及

方便快捷的網際網路的理念之下所誕生。從研究發現 1-1我們得到，
這是一個創新的業務，和工研院之前所熟悉的經營模式是不同的，一

切的做法皆處於不斷的嘗試與創新。研究發現 3-2佐證，在企業組織
/法人機構中經營像企業數位學習這樣對外的知識型業務，決策階層
有責任對於知識在加值商品化的過程中，確保產出物(例如：數位學
習課程，社群討論區內容)的正確性，以及讓企業組織/法人機構不致
於在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運作的過程中，過度釋放出有其他商業價值的

智慧財產(例如：具有專利價值的研究產出)或是還不成熟的技術。 
 
因此，研究發現 3-3提到融入研發人員的實務操作和臨場經驗，

並結合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內部的知識管理運作機制，來設計整體企
業數位學習的知識加值的商品化運作流程(萃取、加工、包裝)。這樣
才能夠使得企業組織/法人機構的各項新創或是既有的業務，在規劃
與執行層面皆能保有一致性的情形下，如同研究發現 3-1所述，發揮
真正的綜效，而為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帶來真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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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3：組織/機構對於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研發人員的需求以

及研發人員盼望組織/機構能提供的措施 
 
研發人員對於領域知識非常專精，可以是很好的知識提供者，但

是企業數位學習有很強的技能多樣性(研究發現 1-2)，而且它需要跨
功能專長的人才一同合作才足以成事(研究發現 1-7)。而本研究當中，
參與企業數位學習的研發人員，僅有豐富的領域知識。而企業數位學

習需要研發人員提供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知識內容、擁有豐富的臨場經

驗、能與人充分溝通協調，並且具有良好的表達能力。這樣的落差使

得工研院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時找到的是「握有知識的研發人員」，而

不是「有能力擴散知識的研發人員」，組織/機構除了改變挑選研發發
人員的準則，並加強培訓之外，也需要補足研發人員參與的外在動機。 

 
研發人員需要對於組織/機構欲達成的任務和使命，有清楚的認

識，才會有意願參與投入。企業數位學習業務是一項新的嘗試，除了

增加參與者的內在動機之外，外在動機的補強更顯得重要。「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研究人員對於金錢或許不是那麼看重，但是提供能

夠具體反映努力成效的績效考評和獎勵卻是必須的。另外，具體的支

持和協助對於兼顧研發工作和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參與者來說，更是

一劑強心針。研究發現 2-2所提到的外在動機確實的被滿足，可以讓
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研發人員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擔心主管支持

與否，考績會不會被公平認定等等的問題。 
 
研發人員所希望提供的，不外乎就是決策階層真誠的與他們溝

通，發展企業數位學習這樣的業務，對於組織/機構和研發人員本身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給予公平合理的應有獎勵。因此研究發現

3-4也提出，決策階層需要貫徹執行力來實踐，不能只有擘畫藍圖而
沒有配套做法，或是流於口惠而僅止於虛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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