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將目前有關於組織學習、市場導向、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理論及研

究文獻作一回顧，瞭解此三種理論文獻之間的關連性和相關的實證結果，以作為

下一章本研究理論架構之基礎。首先，第一節說明組織學習的相關定義、組織學

習的類型、組織學習各個階段的內涵。第二節則整理市場導向之相關理論，將學

者對市場導向的資訊處理程序觀點和組織文化觀點作一闡述，說明市場導向的前

置因素和對績效之影響、相關的實證研究以及與組織學習之間的差異。第三節討

論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包括創業家的定義、組織創業精神、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以

及組織創業精神與市場導向和組織學習兩者的關係，本研究之文獻探討架構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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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本研究文獻探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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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 



第一節   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最早的觀念是，作為一個集體的組織，

透過和環境互動的學習過程(Cyert and March 1963)。在這個動態過程當中，個人

的行動導致組織和環境之間的互動，並透過個人加以解釋進而更新組織對因果關

係的信念。而 Simon（1969）則認為組織學習乃是經由個人在執行組織賦予的任

務過程中，置身在組織本身既定的結構性限制與過去的經驗下，逐漸建立個人的

洞察力，並且成功地將組織內的問題重新加以詮釋與建構的過程（Popper and 

Lipshitz 1998）。Argyris and Schon （1978）則認為組織學習是組織經由取得資訊、

知識、技術與實作經驗，而導致組織慣例發生改變的過程，在這組織學習的循環

過程中，組織的成員間彼此互相分享資訊，並且以共同信念、假定、規範等的方

式創造出組織的記憶。 

 

一、組織學習的定義 

從定義上來看，組織學習一詞所包涵的意義相當混亂，往往會因為學者的切

入角度不同而異。例如，March and Olson（1976）就從程序的觀點來定義，主張

組織學習是一種循環，認為環境會影響組織內部個人的認知，進而影響信仰、改

變個人選擇的類型，最後改變組織決策的模式、影響組織的行為，而此行為所產

生的結果又回饋給組織周圍的環境；而 Argyris and Schon（1978）也認為組織學

習是一種偵測和更正錯誤的程序；至於 Duncan and Weiss（1979）不僅認為組織

學習是一種過程，而且透過此過程可以發展組織行動及成果之間關係的知識，並

瞭解環境對此的影響；其後的 Fiol and Lyles（1985）就認為組織學習指的是透過

較佳的知識和瞭解來改善組織行動的一種過程。此外，Morgan and Rramirez

（1983）則從學習方式的角度來定義組織學習，認為當面臨相同問題的組織成



員，以共同學習的方式一起解決問題時，就是組織學習。而也有學者是從傳統心

理學中刺激反應的角度來思考，如 Meyers（1990）就認為組織學習就是企業對

於內外環境刺激進行觀察、評估以及行動的能力。 

組織學習相關的論點，直到最近才較專注在組織處理知識與資訊的角度上，

例如 Huber（1991）就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分為知識取得、資訊擴散、資訊解釋以

及組織記憶四大部份，其後的 Slater and Narver（1995）更將組織學習加入了系

統思考的觀念，並區分為在傳統環境條件限制下的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與可以質疑既有的目標、顧客、能力等的產生性學習（generative 

learning），而 Tsang（1997）對組織學習的定義認為通常應包括認知和行為的改

變。例如，Slater and Narver（1995）就指出組織學習是發展新的知識或洞察力

以影響行為，而學習也能促進行為的改變並導致績效改善；至於認知觀點則通常

和知識、瞭解、以及頓悟有關，例如，Senge (1990)就認為組織學習為一群人持

續地提昇其能力以創造他們所想創造的事物；而在行為的改變方面，則必須再區

分為實際行為改變與可能的行為改變。所謂可能的行為改變，是指組織學習到某

種教訓或課程(lesson)，而對未來的行為造成影響，例如，Huber (1991)對組織學

習的定義就說，組織學習為發展可能影響組織行為的新知或洞見，也就是組織學

習不見得會構成外觀行為上的改變，而只是增加行為改變的可能性。上述三個組

織學習的條件（認知改變、潛在行為改變、真實行為改變）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可利用圖 2-2來加以表示(Tsang 1997)。 

 

 

 



 

 

 

 

 

 

圖 2-2中的三個圓圈並非要素的集合，每一個圓圈代表一個必須滿足的特定

條件，如果有兩個或更多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時，在圖中就是相關圓圈重疊的部

份。例如，區域 1和區域 4描述的是可能的行為改變，導致實際行為的改變。大

多數組織學習的定義，則可利用區域 1和區域 2或是區域 1和區域 3來表示，兩

者主要的差別在於是否要求潛在行為或真實行為的改變。Tsang（1997）也將學

者對於組織學習的定義整理成表 2-1，並分別加以說明各個定義所強調的是認知

的改變、行為潛能的改變或者是實際行為的改變。 

表 2-1：組織學習的定義與與觀點 
學者 組織學習的定義 強調觀點 

Cook and Yanow（1993） 指透過表達和傳播的人為工具媒介，以及
透過團體的集體行為來獲得、維持或改變

多數人瞭解的意義 

文化 

Shrivastava（1983） 指組織的知識基礎被發展和形塑的過程 認知 

Huber（1991） 指透過資訊處理的程序，使得行為潛能的

範圍發生改變 

認知與行為

潛能 

Levitt and March（1988） 將對歷史的推論，銓釋到組織的常規中而
引導行為 

認知與行為

潛能 

Fiol and Lyles（1985） 指透過較佳的知識和瞭解來改善行動的

過程 

認知與行為

潛能 

Swieringa and Wierdsma 指組織行為的改變 實際行為 

1 
 2 3 

4 

5 
認知改變 

7 
潛在行為 
   的改變 

6 
真實行為 

 的改變 

圖 2-2：組織學習定義的關鍵條件 
資料來源：Tsang（1997） 



（1992） 

資料來源：Tsang（1997） 

由上述表 2-1中的觀點顯示，一個較完整性的組織學習定義應該包含組織在

認知、行為潛能、或實際行為上的改變。Watkins and Marsick（1993）就是以這

樣的觀點為基礎認為組織學習的結果將會導致知識、信念與行為的改變，最終將

強化組織創新與成長的動力。不過，因為企業組織往往最在乎實際績效的改善，

所以具有實際行動導向的企業經理人通常會採取實際行為改變觀點的定義，也就

是說，只有當組織實際的行為發生了改變，使得組織的績效獲得改善之後，才能

視為組織學習；但是，其實組織和個人一樣，只要能夠在外界變動的環境中保持

一己的穩定，就應該代表著學習活動的發生（Bateson 1972）。 

然而分析近年來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發現，不僅探討組織學習的定義相當分

歧，而且所運用的觀點也非常多樣化。Shrivastava (1983)便整理了相關研究並將

學者對組織學習定義的觀點區分為調適 (adaptation)、假設分享（assumption 

sharing）、發展知識庫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和機構化的經驗效果

(institutionalized experience effects)等四大類。但即使各家學者觀點迥異，我們也

可以發現其中有相互重疊且一致的觀念存在： 

1. 組織學習是一種組織程序（程序觀點），它透過個體的學習，並藉由知識、信

念和假設的分享，影響組織的心智模式、規範、價值觀和行為（Watkins and 

Marsick 1993）。 

2. 組織學習改變了組織整體的參考架構，所以行為的改變是發生在組織修正其

實用理論之後（Argyris and Schon 1978）。 

3. 組織學習的成果為全體所分享，整合成為組織程序中的實用理論（Senge 

1990）。 

4. 組織學習與經驗息息相關，無論組織學習、復原學習(unlearn)或再學習(relearn)

皆由過去經驗所堆砌而成的(Shrivastava 1983)。 



5. 組織學習是建構在組織機制當中，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資訊溝通、分享、計

劃和控制。 

 

二、組織學習的類型 

組織學習一般發生在產出與期望之間出現嚴重落差時，此時組織將進行誤差

的偵測、收集與修正(Argyris and Schon 1978)，而這將導致組織實用理論發生改

變，假使此種改變不涉及指導組織行動的常模時，我們稱之為單圈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或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現今大多數組織學習

皆屬此類，學者們認為調適性學習型態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組織過去的行為予以例

行化和機構化(Fiol and Lyles 1985)，使組織在解決問題時，能夠引用過去既定的

模式、方法和規則，提昇決策的正確性(Bennis and Nanus 1985)，此種過程乃是

組織透過資訊蒐集和某種程度的實驗，增加組織適應外在變動的環境並維持穩定

的能力(Argyris and Schon 1978)。反之，如果此誤差偵測、收集與修正的動作導

致組織常模的改變而非只針對環境事件即時反應時，稱之為雙圈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或產生性學習（generative learning）(Argyris and Schon 

1978;Bateson 1972;Sinkula 1994)。它不同於適應性學習用以維持組織的穩定性，

而是視組織之永續經營為第一要務，目的在於增加組織在不確定環境下的生存能

力(Chakravarthy 1982)。產生性學習發生在組織願意對既有的假設(例如組織使

命、目標顧客、能力或策略)產生質疑(Slater and Narver 1995)，進而對組織政策、

目標和潛在規範進行修正時(Senge 1990)，強調發展複雜法則和新的因果關係

(Fiol and Lyles 1985)，並藉由變革、創新、重組以及重新定義問題來提高組織的

績效與效能(Bennis and Nanus 1985)。第三種學習型態為 Snell and Chak (1998)所

稱的三迴路，其意義在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有所提及，也就是 Argyris and Schon 

(1978)和 Sinkula (1994)所謂的 deutero學習，此種型態的學習更進一步使組織學



習如何學習，組織成員檢討過去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發展新的學習方式與蒐集

資訊的方法，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Snell and Chak (1998)將三種學習型態整理

如圖 2-3所示： 

此外，Meyers（1990）則認為組織學習指的是，組織對於內外環境所產生的

刺激能以累積、互動的以及有目的的方式，來加以觀察、評估和採取行動的能力，

因此將組織學習區分為以下四種： 

1. 維持性學習（maintenance learning） 

在此種組織學習型態下，組織內部的程序相對上較為穩定，主要的作法是藉

由對現行系統下的經驗作漸進式的改善，使其能更迅速且更有效率。 

2. 適應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 

在這種學習型態下，以建立一個正確的系統為主要目標，其目的是希望建立

或者改變一個正式的程序，藉以設定一個較為容易改變且較無約束的情境，

而使其整體行動更加靈活，其改變的忍受程度比起維持性學習有較寬廣的變

異性，然而，新的程序一旦建立，則改變與實驗的空間將會逐漸縮減。 

建 立 心 智
模 式 過 程

心 智 模 式 行 為 成 果

適 應 性 學 習

產 生 性 學 習

學 習 學 習

圖 2-3：三種組織學習型態之過程 
資料來源：Snell and Chak (1998) 
 



3. 過渡性學習（transitional learning） 

此種學習模式主要發生於當組織轉移其主要策略重心以回應外界環境的快速

改變時，如果此項策略移轉能夠徹底，組織接著會從事一連串的實驗與組織

不熟悉的行動，其目的在於同時測試新鮮而模糊的環境以及組織可能採取的

行動方式，此種學習模式的特徵很難加以區別，因為先前能夠經由經驗來加

以辨認的遊戲規則、標準以及基礎等都已經改變。 

4. 創造性學習（creative learning） 

在此學習階段，組織學習的焦點在發明或者創新，並經由策略聯盟合作等方

式以迎接新的挑戰。 

而 Kim（1993）則提出整合型的組織學習模型，嘗試以單圈學習和雙圈學習

的概念，來連結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強調將個人的心智模式轉換成組織共享的

心智模式以產生行動回應環境時，才是完整的組織雙圈學習。而 Pedler（1997）

也提出了執行學習（implemental learning type）、改善學習（improving learning 

type）以及整合學習（integrating learning type）等三種學習型式；所謂執行學習

指的是藉由教導而學習到正確的作業方式，並在實際作業中找出最佳的作業方

式，建立有效的學習規範；改善學習指的是經由自覺性的思考，在發生的事件中

追尋背後的原因及意義，並將結果回饋至行動的改變上；整合學習強調與環境的

互動，以整體性的系統化思考來觀察偵測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經由與其他成員

的溝通與對話，產生共同願景與策略性目標，並改變組織的行動以適應不同的組

織情境。 

不論學者研究的切入點為何，我們可以發現組織學習是以個人學習為基礎，

學習的主體是知識與經驗，經由不同的程序、模型、循環中可以發現，學習的層

次與複雜度有高低之分，一般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 



1. 重複過去的經驗與規範，只做些微的修正。 

2. 經由不斷的修正與改進，學習新的方法與能力。 

3. 改變現有的價值體系與思考模式，適應環境發展並轉變行為。 

茲將組織學習類型彙整如表 2-2所示： 

表 2-2：組織學習類型之分類與意義 
作者 分類 意義 

Argyris and Schon（1978） 學習 
單圈 
雙圈 

 
低階認知 
高階認知 

Cangelosi and Dill（1965） 學習 
個人之間的交互作用 
與群體適應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Chakravarthy（1982） 適應 認知發展 

Cyert and March（1963） 學習 
對目標、注意規則以及

搜尋規則的適應 

 
行為發展 

Daft and Weick（1984） 學習 
翻譯後的行動 

 
行為發展 

Duncan（1974） 學習 
行為水準 
策略水準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Duncan and Weiss（1978） 學習 
行動產出的關係 

 
認知發展 

Hedberg（1981） 學習 
習慣形成 
發現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Jelinek（1979） 學習 

OST信念分享 
 
認知發展 

March and Olsen（1975） 學習 
理性適應 
翻譯 

 
認知發展 

Meyer（1982） 適應 
偏差降低 
偏差放大 

 
低階認知 
高階認知 



Miles（1982） 學習 
多樣化產出 
規畫的正式化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Miles and Randolph（1980） 學習 
被動學習 
主動學習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Miller and Friesen（1980） 適應 
行動 

 
行為發展 

Shrivastava and Mitroff（1982） 學習（系統） 
進化的 
設計的 

 
行為發展 
認知發展 

資料來源：Fiol and Lyles（1995） 

至於組織學習的水準亦彙整如表 2-3所示： 

表 2-3：組織學習之水準 

 低階 高階 
特徵 1.經由重複而產生 

2.例行公事 
3.控制在工作、規則及結構上 
4.充分瞭解的文脈 
5.發生在組織內各階層 

1.經由啟發與洞察力的使用而發生 
2.非例行公事 
3.發展差異的結構與規則來處理控
制力的不足 

4.模糊的文脈 
5.幾乎發生在高階層 

結果與影響 行為上的產出 洞察力、啟發以及集體共識 

例子 1.制度化正式規則 
2.管理系統的調整 
3.問題解決技巧 

1.新任務與命令的新定義 
2.討論議程的設定 
3.問題定義技巧 
4.發展新傳說、故事以及文化 

資料來源：Fiol and Lyles（1995） 

 

三、組織學習的程序 

Popper and Lipshitz (1998)認為組織的學習機制從結構面來探討，就如同人類

的神經系統，為組織設置的架構與程序步驟，使組織能夠有系統地蒐集、分析、



儲存、傳播並使用與組織績效和成員有關的資訊。組織學習除了是一種組織程序

的觀點外（Shrivastava 1983），組織學習的程序在許多文獻中也有不同階段的區

分方式，例如，Sinkula (1994)認為組織取得資訊、傳播資訊並且分享資訊是組織

學習的三個主要步驟，也有學者如 Nevis et al.（1995）認為組織學習的過程可以

區分為知識的取得、知識的共享和知識的利用等三階段，至於 Huber(1991)則認

為組織學習中最重要的四個建構為資訊的取得、資訊的傳送、資訊的解釋和組織

記憶。除 Huber(1991)所提出的組織記憶部份因考慮到較高階學習而顯得特殊且

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外，其餘上述各位學者所提出的程序論點應只是組織學習

各階段名詞定義上的差異而已。以下就以 Huber（1991）、Siukula（1994）程序

觀點來探討組織學習各個階段的內涵： 

（一）資訊的取得 

資訊或知識的取得可能來自於組織內部，例如市場調查、研究發展、績效評

估或是競爭者分析等，也可能來自組織外部，例如消費者研究調查或從其他組織

所獲得的資訊等；此外，也可能來自組織本身的記憶，而此乃基於組織過去的經

驗所獲取的知識。Huber(1991)則認為組織取得資訊或知識的過程有先天的

(congenital)學習、經驗的學習、代理的(vicarious)學習、移植(grafting)和

蒐集等五種途徑。創造一個新組織的組織或個人，對於這個新組織原先的環境和

組織執行其創辦人意圖的過程，都會具備一定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未來則會讓新

加入組織的成員們瞭解。組織誕生之後，將會透過直接經驗而得到一些知識，例

如學習曲線或是經驗曲線就是以內部為焦點的經驗而得到的知識；此外，組織常

會企圖從其他的組織來學習他們的策略、管理實務和技術，例如利用標竿法、策

略聯盟等，甚至有時候和某些客戶合作，在大多數客戶覺識到他們的需求之前，

就嘗試提供滿足這些需求的解決方案(Webster 1988)；組織也會藉由獲得和移植

新的成員，而增加組織原來並沒有具備的新資訊或知識；最後一種資訊取得的過

程是蒐尋或稱為注意，例如透過外部環境的掃描，或是專注於特定焦點的研究，



或是績效監督的方式來達成。 

（二）資訊傳播 

資訊傳播的程度決定了組織學習的廣度，因為資訊傳播的程度可以擴展組織

的視野與組織學習的潛能。組織在取得資訊以後，會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釋，然

後直接採取行動或是儲存在組織記憶中作為日後之用。有效的資訊傳播或分享則

因為能透過組織成員在傳播的過程中發現更深入的內涵進而增加資訊的價值，該

發現將使組織成員能針對原問題進行回饋甚至修正並將新的發現提供給資訊發

送者（Glazer 1991;Quinn 1992）。Gupta, Raj and Wilemon（1986）也指出組織所

有功能性的介面在整個產品發展的過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組織如果可以移

除各功能部門間資訊傳遞的障礙，做好各功能間的溝通管道，將可使組織在面對

問題時能快速地進行回應（Cooper and Kleinschmidt 1991）；此外，組織也可進行

即時的資訊分享並提高資訊收集的品質（McQuarrie and McIntyre 1992）。這種組

織間快速且高品質的資訊傳播也是伙伴聯盟關係成功的關鍵因素（Mohr and 

Spekman 1994）。 

（三）共享的資訊解釋 

組織學習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對於資訊解釋的共享。只有資訊的取得和內部的

傳播並無法構成組織學習，任何一個企業要達到組織學習，必須對於資訊的意義

和對組織的涵意達成共識（Day 1994）。但是，如果有更多種不同的資訊解釋的

話，組織可能學習的更多，因為這會導致更多組織可能的行為變化。當然，我們

也可以合理的推論，如果有更多組織內部的單位瞭解其他單位對資訊的各種不同

的解釋的話，也可能有更多的組織學習發生了(Huber 1991)。Dess and Driger

（1987）研究指出，在動態及複雜的市場中，具有高績效的企業都努力建立一致

的看法以確保有效的策略執行，然而在形成一致看法之前，高度競爭產業中的組



織可能因為對公司目標及競爭方法的相對重要性抱持不同的看法，此時就難免有

衝突產生。而 Cosier and Schewenk（1990）便指出，有效的衝突解決，必需要用

結構的程序來處理不同的意見，而透過群體規範的發展，除了可以增進衝突的解

決外，更能鼓勵分享資訊、移開資訊與溝通流程的限制。 

有關組織學習的過程，綜合不同學者的意見(Huber 1991;Day and Glazer 

1994; Day 1994; Slater and Narver 1995)後，可用圖 2-4表之。也就是組織學習是

由資訊取得開始，可能透過資料的追蹤和環境的掃描，持續不斷的實驗、市場研

究等方式來進行；但組織不同於個人，它需要透過特定的程序將不同來源的資訊

傳播出去，和不同的成員或單位彼此分享，所以組織學習的程度也決定於各種資

訊如何整合並且廣泛的分配出去，但是在資訊可以當作決策的基礎之前，常須經

過一系列的整理、分類、簡化等過程，資訊才能顯現出一致性的類型。共享的資

訊解釋取決於組織內經理人的心智模式，也就是過濾資訊、使用直覺、預期行動

結果的若干決策規則。經理人的心理模式會分辦重要和不重要的資訊，所以對資

訊取得有一種間接的影響，而對於降低不確定性的決策行為則有直接的影響。 

 

 

 

 

 

至於 Dixon（1994）則特別強調組織學習發生在集體對某一事件的結論產生

共識時，並指出組織學習循環與個人學習循環相近，但是因為加入了集體的程

序，所以顯得較為複雜；她認為組織學習循環包含了資訊取得、資訊整合、資訊

資訊

取得 
資訊

傳播 
共享的

解釋 
資訊的使

用和行動 
結果和

評估 

     組 織 記 憶 

圖 2-4：組織學習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解析以及授權行動等四要素。而 Nevis，Dibella and Gould（1995）則修正了 Huber

（1991）關於組織學習的描述，將組織學習的過程整合為知識取得、知識分享以

及知識的使用等三個階段。Baets（1998）則以知識基礎的觀點來看組織學習，

認為知識是學習的基礎，而缺乏適當知識以及更新能力的組織將無法在變化的環

境中競爭，因此組織學習代表所有知識產生程序的組合，亦即包含知識產生、知

識精鍊、知識促進和知識擴散等程序。另外，亦有學者將組織學習的程序定義為

直觀、解釋、整合以及制度化等四階段。綜合以上各學者的論點，組織學習的程

序與模型應可簡化為知識取得、知識分享以及知識的運用等三種程序。 

 

四、組織學習的構成要素 

Sinkula et al.(1997)指出組織學習的三個過程之促進因素為組織價值、市場資

訊處理行為、組織行動。學者們也將組織學習的構成要素區分成幾類，例如 Senge 

(1990)認為要創造學習型組織，經理人就必須要做到幾點：1.採用系統思考；2.

鼓勵自我掌握人生；3.挑戰現有心智模式；4.建立共同願景；5.促進團隊學習。

而分析不同學者的論點發現有其共同點存在，蔡明達（民 89）將這些因素歸類

成五種要素： 

（一）學習導向 

學習導向指的是組織重視學習，視學習為有價值之活動，此重視學習的態

度是一項組織文化，影響組織成員將學習視為日常的工作重點，以學習來尋求改

進績效、提昇公司競爭力的方法。同時，學習導向影響組織創造並使用知識的傾

向，是故組織對學習的承諾，使組織形成一股學習的文化，促進組織成員對環境

的瞭解與認識(Sinkula et al. 1997)。而且，學習文化應建立持續學習的價值觀，

而持續學習有賴於正確的資訊和責任歸屬，因為組織學習乃藉由資訊轉化成為知



識，所以正確的資訊對於學習的成果是相當重要的；責任歸屬有助於避免學習障

礙，使每位成員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從行動成果獲得知識與教訓(Popper and 

Lipshitz 1998)。 

（二）共享願景 

共享願景為所有組織成員所共有的願望與遠景，Senge (1990)將共享願景描

述為將人們凝聚成為共同體的目標、價值和使命，組織成員並不會因為被要求而

學習，而是因為人們對願景具有渴望與承諾。Watkins and Marsick (1993)認為組

織學習的關鍵就在全體員工參與形成集體的、共享的願景。組織願景為成員指引

共同的學習方向，以及組織所期望達成的目標，使學習的效果能夠眾志成城

(Sinkula et al.1997)。在變化劇烈的市場環境可能比穩定的環境下，使企業有更大

的動機進行產生性學習，也就對既有心智模式進行檢視與挑戰，因為市場的不確

定性高，容易使得組織對既有心智模式的正確性與未來性產生懷疑，決策者更傾

向於蒐集更多市場資訊與其他重要的變數，以對心智模式進行檢測(Owens 

1998)。 

（三）團隊合作 

近來的組織理論相當強調團隊合作對於組織績效的影響，在實務上的觀察

也發現運用跨組織團隊進行任務有越形增加的趨勢，因為平行組織的團隊合作有

助於企業核心價值鏈的效能。Day (1994)指出跨組織團隊為關鍵的學習單位，

Senge (1990)也有同樣的看法，認為除非團隊學習，否則組織不可能學習。個人

學習不見得會將學習所產生的知識分享給其他組織成員而為組織所用，團隊則提

供組織成員間互動與溝通的橋樑，並進一步促進組織學習的機制。跨部門的團隊

合作有助於資訊的傳播，以及對不同意見的討論，使組織學習更有效率與效能

(Garvin 1993)，況且團隊合作可使學習成果的擴散更為快速。Watkins and Marsick 



(1993)指出當人們知道如何一起工作與學習，將使學習影響的層面更為廣泛且快

速，因為很容易達成關鍵數量的效果。 

（四）開放的心態 

當組織學習到達一定程度後，學習所發展出來的控制機制往往會成為組織

學習的障礙(Argyris and Schon 1978)。開放的心態可以使組織避免故步自封，主

動對既有的例行工作、信念和假設產生質疑，進行重新學習，這是組織變革所需

具備的基本要件(Sinkula et al. 1997)。組織應該以新的角度去觀察顧客，並且嚴

格過濾既有假設和心智模式是否符合現狀，若無法以開放的心態去掃描環境因

素，而耽溺於過往的資訊蒐集模式，將無法做到更高層次的學習(Day 1994)。所

以，當組織的行為無法與環境的變化相符時，組織應捐棄成見並放棄過時的資訊

與假設，重新培養好奇心並對環境與顧客作進一步的觀察與資訊之蒐集，這是組

織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步。在另一方面，組織成員容易傾向於掌控、扭曲重要資

訊，因此組織應建立開放、透明化的心態，鼓勵勇於認錯，並且以議題為導向

(Popper and Lipshitz 1998)。 

 (五) 經驗分享 

組織成員為組織學習的代理人，因此個人的知識與經驗也是組織的寶貴資

產，需要建立一套機制鼓勵組織成員將個人經驗與他人分享，促進整體的學習

(Garvin 1993; Huber 1991)。經驗分享包括檢討組織過去成功與失敗的歷史經

驗，也就是從員工身上學取教訓，以及從外部環境、利害關係人獲得一些智慧與

經驗，因為組織往往也會從其他組織學習到策略、管理實務、技術等等(Bennis and 

Nanus 1985)。 

 



五、組織知識 

（一）組織知識的創造 

組織知識為組織學習後的產物，儲存在組織記憶當中。Sinkula (1994)認為

組織知識隨著組織的年齡與經驗而累積，而組織知識除了涵蓋文化層次與有形的

作業層次和實體外，日本學者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更提出所謂內隱知識

(tacit knowledge)的概念，指出西方學者往往將知識視為實體存在的，可以用文

字、語言或圖案表現出來，卻忽略了存在於個人的內隱知識。內隱知識為個人在

特定環境下主觀經驗所累積的技能或價值觀，它包括了技術性構面與認知構面

（心智模式、信仰、知覺力），是難以言傳只能意會的知識。他們認為組織知識

是透過內隱和外顯知識的社會互動而創造出來的，而組織知識的創造過程有如表

2-4所示之四種模式（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1. 共同化(socialization) 

指透過人際的互動，將彼此的內隱知識與經驗相互分享，如同 Senge (1990)

所主張的心智模式分享，以建立組織共同的內隱知識。在創新的運用上也

可以和消費者深入溝通，以瞭解消費者的潛在需求。 

2. 外化(externalization) 

指將個人的內隱知識透過溝通或實作轉變成他人能夠理會的外顯知識，內隱

知識通常需要運用隱喻、類比、典範等方式轉換成為外顯知識。此模式為知

識創造的關鍵，因為外化可從內隱知識川造出嶄新、明確的觀念。 

3. 結合(combination) 

即將所獲得的外顯知識與其他知識體系作一串聯，以獲致更完整、更具系統



化的知識。例如將行銷研究所獲得的結論，結合到原本組織對消費者的認識

或 4P方面的知識，提昇組織的行銷智慧與技能。 

4. 內化(internalization) 

指將外顯知識轉化成為個人的內隱知識，累積個人內隱知識以作為下一階段

知識螺旋(knowledge spiral)共同化的開始。 

表 2-4：知識轉換模式中的知識內容 

  到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共同化 

（共鳴的知識） 

外化 

（觀念性知識） 
由 

外顯知識 

內化 

（操作性知識） 

結合 

（系統化知識） 

資料來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基本上，Nonaka and Takeuchi (1995)認為組織知識的創造是透過以上四種模

式的轉換，隨著組織成員內隱知識的累積與增長，逐漸擴大互動的範圍，從個人

提昇至團隊、部門、事業單位等範圍，形成所謂的知識創造螺旋，使組織知識的

層次與範疇隨著不同個體單位互動範圍的增加而逐步提昇，似螺旋般逐漸擴大並

攀扶而上。 

（二）組織的市場知識 

有關知識的分類與內涵，最早來自於 Polanyi（1967）的研究，他首先將知

識區分為內隱與外顯兩種，自此許多學者便以不同的角度來為知識進行分類，例

如 Nonaka and Takeuchi（1995）將組織知識區分為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



Badaracco（1991）則依據知識的可移動性與否，將組織知識分類為移動性知識

和嵌入性知識；而 Quintas and Paul（1997）則進一步將知識定義為組織的無形

資產，並將知識區分為市場及顧客資訊、產品資訊、專家知識、人力資源資訊、

核心商業流程、交易資訊、管理資訊以及供應商資訊等八大類；Stewart（1997）

則將組織中有價值的知識區分為人員知識、結構知識以及顧客知識等三種；而李

仁芳（民 86）則依據知識的內涵，將組織知識區分為技術知識與資訊知識。雖

然有關於組織知識之分類有多種說法，但依據其取得來源則可以區分為組織內部

知識與市場知識（Sinkula 1994）。 

若能仔細探索，從 Narver and Slater（1990）對市場導向的定義將可以得知，

其所謂的市場資訊著重在顧客與競爭者兩方面之資訊；至於 Kohli and Jaworski

（1990）的市場導向觀點，則認為市場情報不僅包含消費者目前及未來的需求與

偏好，還必須蒐集影響消費者發生改變的外部因素；而 Moorman（1995）更將

市場資訊定義為攸關公司目前及潛在外部利害關係人之相關資訊，在此定義之

下，市場資訊指的是橫跨公司部門的外在資訊；Peters and Brush（1996）則將市

場資訊定義為新投資事業近端與遠端的行銷環境所組成，所謂近端市場環境包含

顧客、市場以及競爭者，而遠端市場資訊則包含較廣義的力量。 

然而，根據 Tiger and Roger（1998）對市場知識的定義，市場知識為組織化

及結構化的相關市場資訊，所謂組織化意指有系統處理的結果，而結構化則是賦

予有用的意義，不僅如此，其範圍則包含組織目前及潛在外部利害關係人之相關

資訊。Sinkula (1994)則除了將組織知識區分為組織內部知識與市場知識外，更進

一步指出組織的市場知識具有不同的層次，並將之粗略區分成早期知識與後期知

識兩大類。而早期知識包括字典知識(dictionary)、經歷知識(episodic)、信奉知識

(endorsed)和程序知識(procedural)。字典知識指的是對於事物的概念定義，為組

織尚未深刻體驗的知識，該項知識對組織而言僅只於字面上的意義。經歷知識為

根據過去組織曾經歷過的事物所累積的知識；信奉知識為組織所信守的規範、假



設與策略，與 Argyris and Schon (1978)所指的信仰理論(espoused theory)相同。程

序知識指的是組織實際做事方法的知識，也就是 Argyris and Schon (1978)所指的

實用理論(theory-in-use)，它可能和信奉知識會有所牴觸。後期知識有三種，包括

定理知識(axiomatic)、增殖知識(augmented)和學習知識(deutero)。定理知識為瞭

解組織信念與規範的知識，可知悉組織行事作風的背後原因。增殖知識指對於信

奉知識與程序知識間的差異所進行反思後所獲得的知識，也就是組織企圖從反省

既有規範與信念以尋求改進。學習知識為有關組織如何進行學習、創造知識的知

識。Sinkula (1994)認為組織從獲取增殖知識開始則可稱為所謂的高階學習，此時

非僅只是在既有的組織規範和信念下作調適，而開始進行對組織本身的學習機制

作進一步的探索。特別是在「學習如何學習」(deutero)階段對組織是相當重要的

關鍵，因為組織可瞭解其學習的能力，學習速度、知識的攸關與正確性、以及組

織學習與市場表現的因果關係，都是可幫助組織在市場上得以表現卓越的基本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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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導向 

近幾年來，行銷學者與實務界工作者越來越重視市場導向對於企業經營所造

成的影響，並且已經成為行銷管理與策略管理文獻中相當受重視的一個課題。但

是，對於市場導向的觀念性與實證性研究，目前的努力成果尚嫌不足。Day（1994）

也對於此種現象提出看法，指出行銷理論的發展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但是對於

管理企業實務所需要的指導卻非常的缺乏，直到近五年來討論市場導向的文獻相

繼出現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觀。 

 

一、市場導向的定義 

Kohli and Jaworski（1990）透過文獻回顧，從學者們關於行銷觀念分歧的定

義中，歸納出行銷觀念的三個中心主題，即顧客焦點、協調行銷與獲利力，並且

用「市場導向」一詞來表示行銷觀念的執行面意義。Jaworski and Kohli（1993）

指出，用市場導向取代用之已久的行銷導向一詞，主要理由有三：1.呼應 Shapiro

（1988）的看法，認為行銷導向的觀念較為狹隘，容易使人誤以為處理相關市場

活動都只是行銷部門必須獨立負擔的責任；2.市場導向一詞較不會膨脹行銷功能

的重要性，並且使得行銷成為組織內所有部門的責任；3.市場導向一詞的焦點集

中在市場，包含了顧客和影響顧客的力量，同時也和 Park and Zaltman（1987）

提出的市場管理導向概念一致。因此，Jaworski and Kohli（1993）便將市場導向

定義為：「組織全面性的蒐集目前與未來的市場情報，跨部門間的傳播該情報以

及組織上下對該情報給予反應」。此兩位學者所提出的理論要點在於從市場中獲

取所需的資訊經過組織成員的消化、理解與吸收之後，會成為一種處理市場狀況

的情報，並以此作為行動反應的基礎。換句話說，組織應該蒐集顧客目前、未來

的需求，以及影響此需求的外生變數，然後將所蒐集的情報，在組織內各部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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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傳遞與溝通，並依照顧客的偏好來完成行銷活動組合的搭配，進而滿足顧客

的需求。除此之外，他們也認為市場導向其實應該是一種連續帶的觀念，因為不

同的組織之間，在情報蒐集、傳遞與行動上也應該會有程度上的不同。 

Narver and Slater（1990）則認為市場導向本質上是一種組織文化，它能夠

有效的建立起組織必要的行為，藉此為顧客創造超值的享受，進而為企業帶來持

續性的優良績效。因此，兩位便主張市場導向應該具備行為層面的三項特點，包

括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與組織內部門間的相互協調，以及兩個策略層面的特

點，亦即重視長期的發展與獲利力的要求。同時，他們也指出上述三個市場導向

構成要素與 Kohli and Jaworski（1990）的市場導向定義是一致的，因為顧客導向

與競爭者導向包含了關於取得市場上顧客和競爭者的資訊並且在組織內部擴散

該資訊的所有活動，而跨功能之間的協調乃基於顧客以及競爭者的資訊來協調各

部門的努力為顧客創造出優越的價值；從 Narver and Slater（1990）市場導向觀

念示意圖中，亦清楚地呼應了此一觀點。 

雖然 Narver and Slater（1990）認為他們定義的市場導向三個行為面構成要

素與 Kohli and Jaworski（1990）的市場導向定義是一致而不相違背，但是

Deshpande, Farley and Webster（1993）卻認為 Kohli and Jaworski（1990）與 Narver 

and Slater（1990）兩種說法之間對於市場導向的定義仍有差異存在。Deshpande 

et al.（1993）依據傳統的觀點認為市場指的就是顧客，因此將顧客導向和市場導

向視為同義詞，同時他們也引用 Day and Wensley（1988）的論點來進一步指出

顧客導向和競爭者導向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觀念；因此，Narver and Slater（1990）

視顧客導向和競爭者導向同為市場導向的構成要素是不恰當的（因為 Narver and 

Slater 以及 Kohli and Jaworski 都將市場導向視為是單一構面的概念）。所以

Deshpande et al.（1993）將顧客導向定義為：「顧客導向是在不排除其他利害關

係人利益之前提下，將顧客利益擺在第一位以達成企業長期利潤目標的一套信

念」。至於 Slater and Narver（1995）則進一步認為市場導向本質上是一種學習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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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學習型組織的主要文化基礎，他們綜合了上述學者對於市場導向定義的看

法，提出了一個新的定義，目的在於強調市場導向對組織學習的影響，亦即「市

場導向是一種文化，該文化在考慮其他主要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之前提下，將有利

可圖的優越顧客價值之創造和維持擺第一，此外提供關於組織發展和反應市場資

訊的行為規範」。 

除了上述說法外，Ruekert（1992）則延伸了 Kohli and Jaworski在 1990年的

定義，認為市場導向是事業單位獲得顧客資訊並加以使用，以發展出符合顧客需

求的策略，並藉由回應顧客需求和欲望來執行；此外，市場導向也應該是一種企

業的哲學或政策，而其研究結果也顯示企業中不同的部門，其市場導向的程度也

有所不同。而 Webster（1988）對市場導向的定義與看法，基本上都是著重在顧

客導向與部門間的相互協調，不過他也特別強調企業如果想要發展市場導向，除

了必須要有來自高階管理者的支持之外，更要將重視市場與顧客的態度融入策略

規劃的過程，提高行銷經理的能力、增強行銷計畫的發展，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

績效衡量指標與整個公司對顧客一致的承諾。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我們如果用

較廣泛的觀點來看待市場導向的內涵，它應該包含了以下的幾點特質： 

1. 創造顧客滿意為經營企業的目標 

企業本身必須傾聽顧客的意見與期望，並且對顧客提出承諾；也就是說，企

業必須將經營的重點重新專注在顧客身上。 

2. 企業必須培養蒐集市場情報的能力，以作為相關活動的基礎 

對於市場狀況的情報，係來自於企業對顧客需求的瞭解，以及對於顧客提供

服務之後，相關經驗與資料的累積。當企業越瞭解其顧客時，便越能針對其

顧客的需求提供完整的服務。因此，市場導向的企業會將各種與市場運作相

關的資訊，進行完整的整理、分析、歸納，以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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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互搭配協調的行銷活動組合 

企業所重視的是組織整體對於顧客需求的回應，並進行橫跨多部門且相互協

調的活動設計，而非僅專注於行銷部門。 

4. 以不斷創新的態度來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 

創新，意謂著接受環境的變化並不斷地改變自己，而且必須依靠強大的知識

作為後盾。一個企業若想在此激烈競爭又快速改變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取

得優勢，就必須將知識視為企業的一種資產，並加以妥善運用。 

雖然市場導向、市場驅動以及顧客焦點被視為同義詞（Deshpande et 

al.1993），行銷導向和市場導向也都曾經被學者用來描述行銷觀念的執行面意

涵，但是為了建立未來研究的標準用語，Wrenn（1997）仍然嘗試提供不同的看

法。他透過文獻回顧指出一般認為行銷觀念包含了三個元素，即顧客哲學、目標

達成以及整合行銷組織，同時也指出行銷導向本質上是顧客焦點而市場導向則是

市場驅動，兩者是不一樣的觀念。此外，也有少數學者針對 Narver and Slater

（1990）定義的市場導向構念內容，嘗試加以增刪及細分，例如 Pelham and Wilson

（1996）使用市場導向構念內容為顧客瞭解、顧客滿足導向以及競爭者導向，而

Dawes（2000）的市場導向構念則有顧客分析、顧客反應、市場資訊分析以及競

爭者導向等四個條件。儘管市場導向定義存在有上述相關的爭論與看法，但在實

證文獻上，仍然是以 Kohli and Jaworski（1990）以及 Narver and Slater（1990）

的定義為主流。 

 

二、市場導向理論 

有關市場導向的定義雖然有多種說法，但如同上一節所言，在實證研究上仍



 25 

然是以 Kohli and Jaworski（1990）以及 Narver and Slater（1990）的定義為主流。

因此，本節就針對此兩種不同觀點的市場導向理論提出詳細的說明。 

（一）市場導向的資訊（處理）程序觀點 

Kohli and Jaworski（1990,1993）兩位學者以知識和資訊為基礎從行動面來定

義市場導向，他們強調的是組織層面處理市場情報與產生情報的過程，並提出了

一個市場導向前因與結果的模型，試圖建立市場導向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連性。

理論模型中將市場導向區分成三個資訊處理過程，分別是市場情報的產生、市場

情報的傳播以及市場情報的回應；至於市場導向之前提，則包括了個人、群體以

及組織層次中影響市場導向運作之相關因素，在此，兩位學者則分別以高階管理

者因素（包含了重視程度、風險趨避程度）、部門間的動態性（包含了衝突程度、

聯繫程度）以及組織系統（包含了正式化與集中化的程度、部門化與獎酬系統）

為代表，至於市場導向所導致的結果則區分為企業績效、員工的組織承諾與團隊

精神等兩大類。整個理論模型的架構如圖 2-5所示： 

 

高階管理者因素 

部門間的動態性 

組織系統 

市場導向 

 

- 情報產生 

- 情報傳播 

- 情報回應 

企業績效 

員   工 

 
-組織承諾 
-團隊精神 

圖 2-5：市場導向前因與結果模型 
資料來源：Jaworski and Kohli（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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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階管理者因素 

高階主管指導著整個企業策略的走向，由於市場導向重視市場資訊的變化

並強調以迅速的行動反應市場的需求，所以需要各部門的協調合作方能進行；

因此，高階主管對市場導向的重視將會促使組織成員對市場變化不敢輕忽，並

適時反應市場的需求。高階主管若墨守成規，對市場資訊漠不關心，或者心態

過於保守，就無法使員工也能夠積極面對市場的需求與變化(Shapiro 1988; 

Kohli and Jaworski 1990)。其他如 Webster(1988)就認為市場導向源起於高階管

理者，顧客中心的價值觀和信念是高階管理者特有的責任；而 Felton(1959)也

認為市場導向是一種心態，唯有高階管理者重視需求並發展這種行銷的心態，

才能確實執行。換言之，高階管理者的承諾對市場導向的發展是必要的。 

2. 部門間的動態性 

反應市場不應只是行銷部門的責任，往往需要各部門的通力合作才能有所

成，而相互掣肘的部門間不僅容易產生衝突和爭執，而且也無法達成市場導向

的要求(Kohli and Jaworski 1990)。所謂跨部門的動態性是指組織部門間正式與

非正式的互動，而且跨部門的正向聯繫確實能促進市場情報的傳遞與反應。至

於跨部門的衝突則會影響組織內部市場情報的傳遞，進而影響市場導向的程

度。例如 Levitt(1969)等多位學者就認為跨部門的衝突會影響行銷觀念的執行。

而 Ruckert and Walker(1987)也認為跨部門衝突會損及跨部門間的溝通。 

3. 組織系統 

Kohli and Jaworski (1990)認為組織架構的設計影響到資訊處理的過程，越

正式化、集權化和部門化的組織設計，越不利於資訊的產生和傳播，但是卻有

助於反應市場活動之執行，而在實證研究中僅有集權化會妨礙市場導向的施

行，至於正式化與部門化卻無顯著負面的效果(Jaworski and Kohli 1993)。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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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與績效衡量制度除了會影響市場導向的程度外，更會進一步影響員工的態

度與行為，而實證結果亦支持該論點。 

（二）市場導向的組織文化觀點 

市場導向的概念演化自行銷觀念，而 Deshpande and Webster (1989)指出，「行

銷觀念定義了一個組織的獨特文化，使組織以顧客為中心來思考策略與作業之方

向」。因此，許多學者從組織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市場導向。Narver and Slater (1990)

就主張市場導向為一組織文化，該文化有效地使企業創造、提供消費者卓越的價

值，因此也促使企業獲致優異的績效。雖然 Narver and Slater (1990)認為市場導

向有三項相等重要的行為要素，即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和部門間協調，但

Deshpande et al. (1993)則視顧客導向為市場導向的同義詞，而認為無須特別強調

競爭者導向，因為競爭者導向有時會與顧客需求反其道而行，非企業之所願；因

此他們主張顧客導向為：「組織優先考慮顧客利益之信念，且同時兼顧其他利害

關係人(如股東、主管、員工)之利益，以建立長期獲利的企業」，此信念也是從

組織文化的觀點來探討市場導向所應具備的特性。 

至於 Day（1994）則從市場導向組織應具備的能力之觀點來探討。其主要觀

點則是組織在運作的過程中，都會學習到許多獨特的能力，使組織能藉由本身的

價值鏈來執行其產品與服務傳遞的活動。至於此獨特的能力應該是技能與累積知

識的複雜組合，透過這些能力可以整合組織的活動及利用組織的資產。這些獨特

的能力包括了對市場情報的敏感度以及與顧客之間關係的相互連結，透過這些能

力，組織的功能性活動與業務會比競爭者更能反映出市場需求的變動，產生較優

越的顧客價值，並因而建立其競爭優勢，獲得較佳的績效。至於組織發展市場導

向能力則必須透過以下幾個步驟來完成： 

1. 必須診斷組織現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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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組織每一個程序與活動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在何處發生的，但是因為此

過程需要將複雜的整體行為區分成階段性的程序，所以通常不容易做到。這

種診斷的過程可以幫助組織瞭解本身競爭能力的缺陷，並確保相關的激勵因

素可以發揮作用。 

2. 為未來所需的能力做事先的準備 

所有創造顧客價值的策略，都強調建立對市場情報的敏感度以及與顧客之間

關係連結的能力，藉以指導組織內部的作業。 

3. 由下而上的重新設計 

組織必須成立一個工作團隊或是一個任務小組負責執行，也需要建立資訊系

統、改善激勵誘因、以及訓練課程等，讓所有的組織成員都可以瞭解到自身

的角色，並利用相關資訊。 

4. 由上而下的指導 

來自高層的承諾是很重要的，而且資深的管理關係必須重建組織文化。 

5. 資訊技術的使用 

整合性的資訊角色對於走向市場導向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了

共同的資料庫、高速的傳輸網路、決策支援系統、自動的產品確認、以及龐

大的資料計算等，都可以幫助公司發展市場敏感度以及顧客關係連結的能力。 

6. 稽核與控制 

決定關鍵性的衡量指標來監控整體計畫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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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994）的整個理論模型架構如圖 2-6所示： 

 

 

 

 

 

 

儘管市場導向可以從組織的許多不同層面來探討，例如策略、程序、行為、

文化等，Hurley and Hult (1998)認為還是以組織文化層面最具意義，因為組織文

化乃組織成員共享之價值與規範，市場導向須融入組織文化才得以發揮其應有之

功能。Hunt and Morgan (1995)也指出當市場導向被組織所確實執行後，經過一段

時間將逐漸形成該組織的文化，而形成一持續的競爭優勢。根據 Slater and Narver 

(1995)的論點，他們指出市場導向是一種組織文化，其特性為：1.以創造獲利與

優越的顧客價值為最高原則，並同時考慮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2.提供有關組

織發展與反應市場資訊的行為規範。 

 

三、市場導向之實證研究 

Kohli and Jaworski（1990）根據文獻探討建構了一個市場導向前因後果模

型，並於 1993 年進行實證，其研究發現如下：1.高階主管對市場導向的重視，

對企業整體市場導向有正面影響；2.高階主管風險規避態度對市場導向有負面影

由外而內的過程 由內而外的過程 

向兩邊擴展的過程 

強調外部 強調內部 

．市場感受 
．顧客連結 
．通路結合 
．科技監控 

．滿足顧客訂單 
．定價 
．採購 
．交付顧客服務 
．新產品／服務的發展 
．策略發展 

．財務管理 
．成本控制 
．科技發展 
．整式合的後勤 
．製造／轉換過程 
．人力資源管理 
．環境健康與安全 

圖 2-6：組織能力的分類 
資料來源：Day（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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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3.部門間的衝突會減低市場導向的程度，而部門間的聯繫則有助於市場導

向；4.在組織制度中，與市場導向有關的獎酬制度有助於市場導向的程度，而集

權化則是一個障礙，至於正式化與部門化則並無顯著影響。 

Narver and Slater（1990）則從文化觀點建構了一個市場導向與績效之間的

觀念架構，其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導向與資產報酬率具有顯著正相關，而在 1994

年的實證更進一步指出市場導向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屬於長期性建立。Ruekert

（1992）也發現採用市場導向的人員招募、訓練與獎酬的事業單位，員工滿意度

與對組織的承諾也顯著較高，同時市場導向與其財務績效也具有正相關。而

Horng and Chen（1998）則以台灣中小型企業為對象進行市場導向的實證研究，

其結論如下：1.中小企業之內外銷導向不同，其市場導向具有顯著差異，但是否

為衛星廠商、自有品牌的有無及所有權型態特性，其市場導向程度並無顯著不

同；2.教育訓練是中小企業提昇市場導向的重要影響因素；3.市場導向程度越高，

企業的整體績效、員工的組織承諾與團隊精神也越高，而情報蒐集的成效是整體

績效高低的策略關鍵，但員工的滿意度則主要來自於市場情報的反應活動。至於

Liu (1995)則對英國企業進行調查，發現規模越大的廠商由於有較豐富的資源，

所以市場導向的程度越高。然而 Kwaku (1997)也針對英國企業作研究，發現即使

是中小型企業，市場導向和績效存在有相當明顯的關係。 

除了市場導向主題領域的探討外，學者們也進一步嘗試將市場導向的概念與

其他主題領域相結合，其相關論文之研究主題與領域大致歸類為：1.市場導向的

構念內涵；2.市場導向的衡量、尺度測試比較；3.市場導向的前因；4.市場導向

的結果；5.市場導向的調節因子；6.市場導向的中介變數；7.市場導向的執行、

形式；8.市場導向的跨國比較；9.市場導向與學習導向、組織學習、學習型組織；

10.市場導向與創新、企業家精神、新產品發展；11.市場導向與行銷策略、策略

型態；12.市場導向與組織能力；13.市場導向與通路；14.市場導向與關係行銷；

15.市場導向與服務業行銷；16.市場導向與非營利機構行銷（魏聖忠 2002）。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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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資料彙整如表 2-5所示： 

表 2-5：市場導向相關研究領域 
研究主題/領域 列舉相關研究與論文 

市場導向的構念內涵 Deshpande and Farley 1999；Dawes 2000；Kohli and 
Jaworski 1990；Narver and Slater 1990；Pelham and 
Wilson 1996。 

市場導向的衡量、尺度

測試比較 
Deshpande and Farley 1999；Jaworski and Kohli 1993；
Kumar et al. 1998；Matsuno, Mentzer, and Rentz 2000；
Narver and Slater 1990；Pelham and Wilson 1996；
Wrenn1997。 

市場導向的前因 Kohli and Jaworski 1990；Jaworski and Kohli 1993；
Pulendran 2000。 

市場導向的結果 Baker and Sinkula 1999；Dawes 2000；Deshpande and 
Farley 1999；Farrell 2000；Horng and Chen 1998；Kohli 
and Jaworski 1990；Jaworski and Kohli 1993；Kumar et 
al.1998；Pelham 2000；Pulendran et al.2000；Ruekert 
1992；Slater and Narver 2000 

市場導向的調節因子 Baker and Sinkula 1999；Jaworski and Kohli 1993；Kohli 
and Jaworski 1990；Kumar et al.1998；Matsuno and 
Mentzer 2000；Pulendran et al.2000；Slater and Narver 
1994 

市場導向的中介變數 Han et al.1998；Pelham 1997 
市場導向的執行、形式 Greenly 1995；Harris 1999；Liu 1996 
市場導向的跨國比較 Lado and Rivera 1998 
市場導向與學習導向、

組織學習、學習型組織 
Baker and Sinkula 1999；Day 1994；Farrell 2000；Hurley 
and Hult 1998；Sinkula, Baker and Noordewier 1997；
Slater and Narver 1995 

市場導向與創新、企業

家精神、新產品發展 
Barrett and Weinstein 1999；Burchill and Fine 1997；Han et 
al.1998；Hurley and Hult 1998；Lukas and Farrell 2000 

市場導向與行銷策略、

策略型態 
Lukas 1999；Matsuno and Mentzer 2000；Pelham 2000 

市場導向與組織能力 Hult and Ketchen Jr.2001；Vorhies and Harker 2000 
市場導向與通路 Baker et al.1999；Langerak 2001 
市場導向與關係行銷 Baker et al.1999；Steinman et al.2000 
市場導向與服務業行銷 Caruana, Pitt and Berthon 1999；Hampton, McQuitty and 

Hampt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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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導向與非營利機構

行銷 
Caruana, Ramaseshan, and Ewing 1999 

資料來源：魏聖忠（2002） 

由市場導向的相關研究分類中可以看出，除了市場導向主題領域的探討外，

隨著市場導向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將市場導向的概念與其他研究主

題相結合，進而為這些領域注入了新的思維模式與方向，同時也佐證了市場導向

理論具有普遍應用的廣泛性。 

 

四、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之比較 

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這兩項構念的關係一直未被深入探討，直到 Sinkula et 

al.(1997)的研究中探討學習導向如何影響市場資訊處理之程序時才將兩者加以

整合。市場導向所探討的是行銷概念如何為組織所執行(Kohli and Jaworski 

1990)，其目的在於符合外部個體的期望，追求顧客的滿意(Deshpande et al. 

1993)。而組織學習的本質則在於創造知識(Tsang 1997)，探討的重點在於知識如

何由組織創造、運用與保存等認知層面的問題。根據 Day（1994）的說法，市場

導向強調的是由外而內的過程，至於組織學習則著重在由內而外的省思。 

其實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兩者皆從資訊處理的角度，探討組織如何產生資

訊、傳播資訊、運用資訊等問題(Kohli and Jaworski 1990；Sinkula et al.1997)，但

市場導向的關注範圍則更集中在對市場資訊的處理，而資訊的來源也較為專注在

顧客與競爭者的市場資訊上(Narver and Slater 1990)，至於組織學習所探討的範

疇則顯得較為廣泛，舉凡企業經營過程中所經歷的問題，都是組織學習所探討的

範疇，而且組織學習在此過程中更強調市場資訊如何轉換為組織知識以及組織記

憶功能的影響。此外，影響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的因素涵蓋了高階主管的態度、

組織文化、組織結構以及外在環境因素；兩者在此最大的差異處為：組織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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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式化、部門化和集權程度構面有助於市場導向對市場資訊之傳播與反應，但

卻也因此妨礙了組織進行高階學習成功的機會。茲將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兩者的

異同點彙整如表 2-6所示： 

表 2-6：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之比較 
差異點 市場導向 組織學習 
出發點 執行行銷觀念 

由外而內 

創造知識 

由內而外 
關注範疇 專注在行銷問題 管理問題，範圍較廣泛 
組織文化層面 以顧客的利益為優先 偵測錯誤並改進之 

資訊處理層面 產生資訊、傳播資訊、反應行
為 

重視對資訊的反應 

蒐集資訊、傳播資訊、理解資
訊、組織記憶的存取 

重視對資訊的理解 

知識的創造 未深入探討 為組織學習的主要目的 
心智模式 未深入探討 為組織理解資訊的前提假設 

資料來源：蔡明達（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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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一、創業家 

有關創業家的社會角色與概念，在西方至少有四個世紀的發展歷史，然而有

關創業家的相關研究，則是直到資本主義出現後才受到重視，Adam Smith（1776）

是第一位對創業行為展開研究的學者，但是在他的研究中並沒有對創業家有個明

確的概念，以至於後來和資本家兩者混為一談。至於 Mill（1848）則是經濟學者

中第一位使用創業家一詞者，他認為指導、監督、控制與風險承擔是創業家所應

具備的特質，而創業家與管理者兩者之最大區別便在於風險的承擔。 

Walker（1876）則對創業家提出了新的看法，並將創業家與資本家的角色加

以區別，認為創業家的利潤主要是來自於有效的企業經營管理，此與資本家僅提

供資金收取利息是有所不同的。而 Schumpeter（1934）則更進一步認為，創業家

即是創新者，創業家針對經濟環境中的各種變動情勢而創造合宜的反應措施，並

帶動經濟發展；至此才確認了創業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貢獻與其角色任務。而

Schumpeter 更在 1939 年指出，無論是管理者或者創業家，都會經歷不同程度的

風險，其中最大的差異處應該在於創業者所扮演的角色，創業者的特質就在於發

現並使用新的創意，由於企業的利潤來源，就在於不斷的成功創新，所以創業家

就是創新者。持相同觀點的學者如 Schwartz（1976）就認為，創業家是創建企業

並具有創新意圖者。Drucker（1985）更指出能創造一些新的且特別的事物，並

能改善、建立新價值者即為創業家。Amar Bhide（1996）則認為以創辦新事業的

方式來實踐個人目標者即為創業家。 

至於其他有關於創業家定義與論點的差異，主要是應是來自於學者所探討的

創業家特質之種類與範圍不同所產生，例如 Mill（1848）即提出創業家為風險推

動者，而 Carsurd（1986）也認為願意且能夠承擔個人風險與責任，並能同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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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產方式與信譽，以期獲得利潤或達成其他如權力、聲望之特別目的者即為創

業家。Walker（1876）則提出能透過有效的企業管理而非僅提供資金以賺取利潤

者，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此即為創業家。而 Bowen and Hisrich（1984）則指

出，投入努力與時間開創事業，並且冒社會、心理與財務上的風險，產生新事業

以獲得財務報酬與個人滿足者即為創業家。Drucker（1985）也認為創新來自於

99﹪的努力不懈、並且要永不歇息的練習專業技能，有計畫的學習如何組織、管

理，想出一套策略並決定所欲達成的目標，最後付諸於行動，因此所謂的創業家

必須先估算風險的大小，並在自己所能承擔的範圍內行事，避免成為冒險家，而

且必須在每次改變、成功或失敗中重新尋找新的機會，所以創業家通常是自己不

變，但卻能察覺到改變並有所回應者。 

綜合以上各學者們的論點，創業家的特質主要包括以下五點：1.能承擔風

險；2.能因應趨勢而開創新局；3.能結合個人理想與組織目標創立企業；4.能因

企業的成長與價值創造而獲得報償；5.能推動經濟繁榮的動力並負有社會責任。

茲將相關資料彙整如表 2-7所示： 

表 2-7：創業家的特質 
特質 提出學者 定義與論點 

Richard Cantillon
（1755） 

承擔風險並從事企業經營的理性決策者。 

Mill（1848） 創業者為風險推動者。 

Bowen and 
Hisrich（1984） 

指出投入努力與時間開創事業，並且冒社

會、心理與財務上的風險，產生新事業以獲

得財務報酬與個人滿足者即為創業家。 

能承擔風險 

Carsurd（1986） 認為願意且能夠承擔個人風險與責任者，並
能同時結合生產方式與信譽，以期獲得利潤

或達成其他如權力、聲望之特別目的者即為

創業者。 

Schumpeter
（1934） 

能因應經濟環境中的變動，創造合宜的反應

之創新者，並帶動經濟發展者。 

能因應趨勢而開創

新局 

Schwartz（1976） 創業家是創建企業並具有創新意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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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1985） 能創造一些新的且特別的事物，並能改善、
建立新價值者即為創業家。 

 

Brandt（1987） 能在企業裡不斷推動改革者，並隨時面對不
同的挑戰。 

Walker（1876） 透過有效的企業管理而非僅提供資金以賺
取利潤者，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即為創

業家。 

Carsurd（1986） 認為願意且能夠承擔個人風險與責任者，並
能同時結合生產方式與信譽，以期獲得利潤

或達成其他如權力、聲望之特別目的者即為

創業者。 

能結合個人理想與

組織目標創立企業 

Amar Bhide
（1996） 

以創辦新事業的方式來實踐個人目標即為

創業家。 

Shame（1974） 為了賺取有形與無形的利潤，而對其時間與
金錢所做努力的投資者。 

能因企業的成長與

價值創造而獲得報

償 Bowen and 
Hisrich（1984） 

指出投入努力與時間開創事業，並且冒社

會、心理與財務上的風險，產生新事業以獲

得財務報酬與個人滿足者即為創業家。 

Walker（1876） 透過有效的企業管理而非僅提供資金以賺
取利潤者，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即為創

業家。 

能推動經濟繁榮的

動力並負有社會責

任 

Schumepter
（1934） 

能因應經濟環境中的變動，創造合宜的反應

之創新者，並帶動經濟發展者。 

資料來源：鄭美玲（民 90） 
 

二、組織創業精神 

McClelland（1961）認為有三種組織創業精神的特性必須去完成：1.設定目

標，通過努力並負有解決當前問題的責任；2.自願接受現代化冒險性的相關活

動，不能只是功能與技巧的改變而已；3.決定行動後，對產出的責任與價值承擔。

最近也有學者試圖對組織創業精神重新定義，例如 Murray（1984）認為組織創

業精神是基礎的改變，Stevenson（1984）認為組織創業精神是創新的、彈性的、

冒險性的創造，而 Kirzer（1985）以及 Hamel（2000）更將之延伸至洞察力的觀

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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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創業精神可以定義為創新的特徵、個人風險的承擔，以及企圖在新的投

資中達到成功，它也可以概念化為組織內活動的程序（Miller and Friesen 1982）。

而 Stevenson（1989）也以組織的觀點，強調組織創業精神可以使組織願意去鼓

勵創意、彈性以及支持風險，將獨特的資源連結起來，開拓機會並創造出有價值

的過程。Smart（1994）對組織創業精神之定義則加入了動態觀點的考量，認為

組織創業精神是一個動態的目標導向過程，個人結合創意的想法，以管理的能

力、確實的資源及對環境的適應，去確認市場的需要與新機會，進而達到所想要

的結果；但是，必須假設這樣的投資有一些風險存在。 

組織創業精神至今包含了六個主要的思想學派，強調在不同情境之下，需要

有不同的行為或者技能予以因應，此觀點則與 Morris and Lewis（1995）所認為，

組織創業精神的層次與特定環境（環境的基本結構、環境的騷動、社會成員的個

人環境經驗）有關之看法相類似。簡言之，組織創業精神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了：

1.個人特徵（偉人學派、心理特質學派）；2.機會的確認（古典學派）；3.管理與

領導風格（管理學派、領導能力學派）；4.既有投資或內部精神的適應（內部精

神學派）特質與行為的相關研究（Cunningham and Lischeron 1991, Schumpeter 

1934, Smart 1994）。茲將各學派之論點整理如表 2-8所示： 

表 2-8：組織創業精神學派彙整 
組織創業精神

模式 

核心焦點或目的 假設 行為與技能 

偉人學派 創業家有直覺能

力、特徵和與生俱來

之能力 

如果沒有天生的直覺，

就會和我們其他人一樣

缺乏本能 

直覺、活力、能力、

自尊 

心理特質學派 創業家具有驅動他

們的獨特價值觀、態

度與需要 

人們依據價值觀而行

動，行為源自於想要滿

足需要 

個人的價值觀、冒風

險、成就的需要 

古典學派 組織創業精神行為

的主要特徵是創新 

決定組織創業精神在於

做的過程，而不是擁有

的過程 

創新、創造以及發現 

管理學派 創業家是經濟冒險 創業家能於管理的技術生產規畫、人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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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者，是組織、

擁有、管理以及假設

風險的人 

功能中發展或訓練 織、資本化 

領導能力學派 創業家是領導者，他

們有能力去調整風

格以因應人們的需

要 

創業家無法獨立完成目

標，需要藉助依靠別人 

刺激、指導以及領導 

內部精神學派 組織創業精神技能

在複雜的組織中很

有用，組織間的組織

創業精神是發展獨

立的單位去建立市

場，以及擴展服務 

組織需要去調適生存，

組織創業精神活動導致

組織的建立與創業家成

為管理者 

注意風險、最大化決

策 

資料來源：張瓊今（民 90） 

而 Anderson（2000）則依循了 Schumpeter 的組織創業精神觀念，在他的研

究中，提出了組織創業精神行動標準包括了：1.有能力去看到新的組合；2.願意

行動及發展這些新的組合；3.行動的觀點，乃依據自己的遠見而非理性的評估；

4.有能力信服他人去投資創新的計畫；以及 5.可掌握適當的時機。此外，如同古

典學派所述，組織創業精神行為的主要特徵是創新，它乃是創業家展現組織創業

精神的特殊工具。若以 Say界定組織創業精神的方式來對創新加以定義，則創新

就是改變資源的產出，換言之，以現代經濟學家所傾向使用的需求面用語來說，

則創新將被定義為改變資源所給予消費者的價值與滿足（Drucker 1995）。 

此外，Churchill and Peter（1984）則以彙總分析（Meta-analysis）研究方式，

歸納出組織創業精神的六個變數：1.冒風險的傾向；2.從事策略規畫活動；3.有

能力去指出顧客的需求與欲求；4.創新的層次；5.堅持把遠景化為實際行動的能

力；6.有能力指出新的機會。而 Miller and Friesen（1983）之研究，則將組織創

業精神區分為創新性（ innovation）、承擔風險（ risk-taking）以及預應能力

（proactiveness）等三個構面。其中創新性指的是尋求創造的、不尋常的或新奇

的問題與需要之解決，解決的方式則可以採用新科技與程序型式、新產品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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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風險承擔則包括了將重要資源投入不確定的機會中之意願，至於預應能力則

是將必要的組織創業精神觀念加以實現（Morris and Lewis 1995）。 

綜合 Churchill and Peter（1984）與 Miller and Friesen（1983）之研究可以發

現，其實兩者所論及之觀念應為大同小異。例如，Churchill and Peter所言冒風

險之傾向與 Miller and Friesen所指出之承擔風險之構面十分接近，而從事策略規

畫活動、有能力去指出顧客的需求與欲求、堅持把遠景化為實際行動的能力等變

數，則是對環境預應所必須採取的行動與能力，至於創新的層次、有能力指出新

的機會兩者，則顯然即為創新性之觀念。 

 

三、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最近的文獻指出，市場導向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在達成優越的企業績效上具

有潛在的緊張關係存在。這種情形令行銷者深感不安，因為它可能意味著市場導

向將不利於廠商試圖同時具備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追求成功。而在創新者的兩難

這本書中，更指出良好管理的公司經常因為事先佔領已知的現存或潛在市場而無

法正確地進行創新。這種爭論會令一個深信市場導向的管理者感到沮喪（Kohli 

and Jaworski 1990；Jaworski and Kohli 1993）。因為此爭論的重點在於具備市場

導向、良好的管理實務、行銷策略構想與執行的基礎，將會傷害廠商試圖同時具

備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追求成功。這種市場導向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兩者之間的

潛在緊張關係，正因為眾多市場導向會導致正面企業績效的相關研究，因此更值

得認真的關注與探討（Baker and Sinkula 1999；Jaworski and Kohli 1993；Jaworski 

and Kohli 1996；Naver and Slater1990；Matsuno and Mentz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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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 

組織創業精神其實最初是被當作市場進入（market entry）的問題來研究

（Miles and Snow1978），創業者除了必須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和能夠指出新市場機

會的能力外，更必須進一步從事策略規畫工作把遠景化為實際行動。而組織創業

精神最近的觀念化領域則已經擴展至組織創業精神管理程序，即方法、實務、以

及管理者採行之決策制訂型態（Lumpkin and Dess1996）。在現存的策略管理與組

織創業精神相關文獻中，則提供了三個組織對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管理程序的

基礎構面，即創新性、風險承擔、預應能力（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Caruana, 

Morris and Vella 1998；Covin and Slevin 1989；Jennings and Young 1990；Miller 

1983；Miller and Friesen1982；Morris, Avila  and Allen1993）作為組織創業精神

的概念化基礎。而為求定義上的周延性，我們將採用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的觀點，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定義為：「組織接受企業家精神的

程序、實務以及決策制訂的傾向，並經由組織對創新性、風險承擔以及預應能力

的偏好而形成特徵」。 

在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對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組織結構構

面、市場導向以及企業績效四個構念所做的研究認為，當一個企業被組織創業精

神傾向、合適的組織設計以及結構所驅使時，便可以達成市場導向的完整性

（Slater and Naver 1995）。加上最近對於市場導向概念化與定義的質疑，更進一

步確認市場導向的發展可以從組織與行為兩個觀點來加以瞭解，而由於組織創業

精神傾向也算是廣大組織文化的一部份，因此，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組織結構兩

者可以概念化為市場導向的組織前置因素，代表著一組活動與行為（Deshande 

and Farely1998）。其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不僅對市場導向具有正向

且直接的影響，更進一步透過降低部門化的程度來間接地對市場導向產生正向的

影響。此外，透過市場導向的中介效果，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績效影響將呈現正

向關係，但是如果沒有市場導向的中介，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績效影響則將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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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關係或不顯著。 

縱使有人可能會質疑市場導向本質上就是一種組織創業精神，我們認為重要

且決定性的差異必須加以區別出來，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被視為組織對三個創業家

構面的傾向，而市場導向則被視為與外界市場環境相關的組織行為和程序

（Deshpande and Farely1998；Slater and Naver1995）。因為，外部的重點在於發

展有關市場的資訊，市場導向廠商可以明確指出並預測與反應市場顧客所浮現出

來的需求（Kohli and Jaworski 1990；Jaworski and Kohli 1993；Slater and 

Naver1995），因此更有可能創新成功。此外，一個市場導向企業可能顯示出天生

的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而且在反應機會與威脅的速度與效率上具有優勢。無論如

何，我們認為市場導向的正向績效影響取決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層次。根據

Slater and Naver（1995）所言，企業只有在市場導向被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合適

的組織結構與誘因所驅使時，才能達成市場導向完整的績效影響力，此外，我們

也認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是企業績效的前置因素，此效果先經由組織結構再透過

市場導向所中介調解。 

（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組織學習 

依據第一節的文獻整理得知，組織學習一般發生在產出與期望之間出現嚴重

落差時，此時組織將進行誤差的偵測、收集與修正(Argyris and Schon 1978)，而

這將導致組織實用理論發生改變，假使此種改變不涉及指導組織行動的常模時，

我們稱之為單圈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或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

現今大多數組織學習皆屬此類，學者們認為調適性學習型態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組

織過去的行為予以例行化和機構化(Fiol and Lyles 1985)，使組織在解決問題時，

能夠引用過去既定的模式、方法和法則，提昇決策的正確性(Bennis and Nanus 

1985)，此種過程乃是組織透過資訊蒐集和某種程度的實驗，增加組織適應外在

變動的環境並維持穩定的能力(Argyris and Scho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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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誤差偵測、收集與修正的動作導致組織常模的改變而非只針對環境事

件即時反應時，稱之為雙圈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或產生性學習（generative 

learning）(Argyris and Schon 1978;Bateson 1972;Sinkula 1994)。它不同於適應性學

習用以維持組織的穩定性，而是視組織之永續經營為第一要務，目的在於增加組

織在不確定環境下的生存能力(Chakravarthy 1982)。產生性學習發生在組織願意

對既有的假設(例如組織使命、目標顧客、能力或策略)產生質疑(Slater and Narver 

1995)，進而對組織政策、目標和潛在規範進行修正時(Senge 1990)，強調發展複

雜法則和新的因果關係(Fiol and Lyles 1985)，並藉由變革、創新、重組以及重新

定義問題來提高組織的績效與效能(Bennis and Nanus 1985)。 

至於學習導向則是由一組概念化的價值所組成，它影響了組織實用理論

（Argyris and Schon 1978）、心智模式以及支配性邏輯所滿足的程度（Baker and 

Sinkula 1999）。當廠商具備強烈的學習導向時，會鼓勵其員工經常性地對指導其

市場資訊處理程序的組織常模提出質疑；因此，學習導向將影響組織成員被鼓舞

或被要求去「think outside the box」的程度（Day 1991；Garvin 1993；Sinkula 1994； 

Sinkula et al.1997），也就是說，學習導向的強弱將直接影響高階學習（產生性學

習）發生的程度與機會。而 Slater and Naver（1995）則從組織文化與氣候的觀點

出發，提供了對於廠商價值、信念、學習相關行為以及績效四者之間彼此關係不

同的概念性看法，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組提供組織內行為常模之根深蒂固的價值與

信念，氣候則描述了組織如何運作其文化、結構與程序以達成期望的行為。本質

上，文化被視為孕育支配性行為學習型態的一組價值與信念，市場導向文化就是

一組創造專注於消費者現有需求的行為常模之價值與信念，因此，它會促進適應

性學習（單圈學習）；而組織創業精神文化就是一組創造專注於消費者潛在需求

的行為常模之價值與信念，所以它會促進產生性學習（雙圈學習）；廣泛地說，

文化會指揮學習的型態與方向（Slater and Naver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