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觀念架構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觀念架構 

一、觀念架構之理論推導 

有關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之相關文獻已經在第二章中有詳細的說明，兩者在

資訊處理的程序上，學者們有相當多的討論本質上是重疊的（Sinkula et 

al.1997），但是由於組織學習的定義較為分歧(Tsang 1997)，且所探討的主題亦不

相同，因此會導致對此兩項構念的內涵與關係有不同的解釋。例如，Kohli and 

Jaworski (1990,1993)、Huber（1991）、Day（1994）以及 Sinkula（1994）等，就

是從資訊處理的程序觀點出發，認為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兩者就過程而言，至少

應包含市場資訊取得、資訊傳播、以及資訊解釋與分享（或回應）等三階段，而

Huber（1991）則更認為應該再加入組織記憶階段才算完整。另一個觀點則是從

組織文化的角度來探討，Narver and Slater (1990,1995,1997)就認為市場導向為學

習型組織之主要文化基礎，不論市場導向或學習導向其實都是組織文化的一部

份，而且組織在進行學習的過程中也都會受到組織文化的引導與影響；而 Sinkula 

et al. (1997)更將學習導向定義為一種組織價值，作為市場資訊處理(也就是 Kohli 

and Jaworski (1990)所定義的市場導向)的前置變數，其後的Hurley and Hult (1998)

則整合市場導向和學習導向成為組織文化的構面，並主張此二項構念共同影響組

織創新。 

雖然市場導向與學習導向兩者都會影響組織的市場資訊處理程序，但是在內

涵上卻有所差異（Baker and Sinkula 1999），因為市場導向影響組織偵測顧客、

競爭者以及通路資訊處理程序的範圍，以及該資訊在策略過程中被採用的優先順

序，而學習導向則是一個廠商反應環境變化，並不斷挑戰組織與環境間關係之假

設的組織特徵（組織文化），它反映出資訊在該過程中的價值；雖然，當組織擁



有強烈的市場導向與學習導向時，將更可能創造出持久性的競爭優勢，但是市場

導向只是個促進單圈學習（調適性學習）的因子，它也只能在現行的工作典範中

去激發累積性的創新；至於學習導向，由於它不斷地挑戰組織與環境現行關係的

各種假設，除了引導出高階學習外，也可進一步激發不連續的創新，創造出新的

工作典範（Baker and Sinkula 1999）。由於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兩者有上述的基

本差異存在，雖然國內學者洪順慶（民 89）嘗試根據資訊處理的程序觀點，將

兩者整合成一市場驅動之組織學習的構念，並透過實地研究加以驗證，但為求得

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兩者對組織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以及兩者可能存在的中

介效果與影響路徑，故本研究仍採行將兩者視為獨立不同之構念來討論。 

 

（一）理論架構構念內涵之描述 

1.市場導向 

近年來有關於市場導向的解釋，大多集中於市場顧客與競爭者的資訊處理程

序上，特別是情報的取得、情報的傳遞與散播，以及針對接收到的情報採取回應

的能力上（Day 1994；Deshpande, Farley and Webster 1993；Kohli and Jaworski 

1990；Narver and Slater 1990）。例如，Kohli and Jaworski（1990,1993）就以知識

和資訊為基礎從行動面來定義市場導向，強調的是組織層面處理市場資訊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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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Narver and Slater（1990）也認為，市場資訊處理程序

是市場導向的關鍵，因為沒有廠商可以在缺乏有效的資訊取得以及傳播的程序

時，仍堅稱自己具有顧客導向或競爭者導向。而所謂的市場導向指的是組織從顧

客、通路以及競爭者處，情報獲取、情報傳遞散播以及針對情報進行反應的程度

（Kohli and Jaworski 1990,1993；Kohli, Jaworski and Kumar 1993）；所以，市場



導向代表的是上述各種活動的數量與速度。 

雖然目前在市場導向的議題上有資訊處理程序以及組織文化兩大主流研究

觀點，但由於本研究試圖透過市場知識層級的角度來探討市場導向、組織學習以

及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將採取 Kohli and Jaworski (1990)、

Day（1994）以及 Sinkula（1994）等對市場導向的看法，從資訊處理的程序觀點

出發並定義市場導向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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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市場導向過程則應包含市

場情報取得、市場情報傳播、以及市場情報回應等三階段（Kohli and Jaworski 

1993）。 

2.組織學習類型 

Argyris and Schon（1978）認為組織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效能的改進。如

果組織的學習活動是經由偵測組織行動結果，設法修改對於組織策略、假設的認

知，使得整體表現能夠符合原來組織的既定規範，這種學習活動稱為單圈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若是因為環境的變動，使得組織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必須

針對更深一層的組織規範進行錯誤偵測和矯正，則這種學習活動稱之為雙圈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Argyris and Schon 1978）。但無論單圈與雙圈學習都必

須透過集體合作的探詢與對話活動，找出錯誤來源並進行矯正，評估新的規範或

是錯誤與假設之適用性，最後藉由一般化作用重新植入個人意識之中（Senge 

1990）。 

至於學習導向則是最近研究中被廣泛提及以替代組織學習行為的一個構

念，所謂學習導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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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ge 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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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直接影響高階學習發生的程度

與機會（Slater and Narver 1995）。而這組與組織學習能力相關連的概念化價值則

包含了學習承諾、開放的心靈以及共享的願景（Senge 1990；Sinkula et al. 1997）。

其中，學習承諾指的是組織成員對學習所抱持的價值觀，該價值觀會影響組織成

員是否以積極的態度進行學習，若組織成員具備高學習承諾，則會主動進行市場

情報的蒐集、傳遞與共享解釋的建立（Senge 1990,1992）。所謂的心智模式，即

個人對世界所抱持的深刻印象，會限制個人以相近的方式進行思考與行動，過去

成功或失敗經驗所塑造的心智模式可能隨時間流逝而不再適用，此時除非組織具

有開放的心態，否則將無法進行再學習（ relaerning）（Sinkula, Baker and 

Noordewier 1997）。至於願景則是凝聚組織成員努力的方向，缺乏共享的願景會

造成組織成員間基本假設衝突的問題，不僅會造成資訊蒐集方向的分歧，更會妨

礙資訊在部門間的傳遞，甚至使得組織成員無法建立共識（Senge 1990；Day 

1991）。因此，學習導向影響廠商創造與使用所有種類知識（不僅是市場知識）

之傾向，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廠商可能助長創造性學習（產生性學習）成為核

心競爭力的程度（Sinkula et al.1997）。 

雖然學習導向近年來已被廣泛使用來代替組織學習，甚至亦有實證研究支持

其與組織績效之間具有正向直接關係（Sinkula et al.1997；Baker and Sinkula 

1999），但是，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兩者透

過組織學習類型之中介效果對組織績效所產生之影響與路徑，若以學習導向代替

組織學習構念，除在研究目的之達成上並不合適外，本研究更認為組織學習的類

型與學習導向程度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亦即並不認同 Slater 

and Narver（1995）所說的學習導向程度與高階學習兩者之間具有正向關係之觀

點；因為當組織的學習導向程度較高時，並不能保證該組織正從事高階學習（即

產生性學習、雙圈學習），只能說它影響了高階學習發生的程度與機會，至於高

學習導向有可能是因為組織面對較穩定的市場環境時，必須經常性地進行單圈學



習（調適性學習）所致，而學習導向程度低，亦不代表著該組織只能從事單圈學

習（調適性學習），可能是由於高階學習所花費的時間與影響層面都較為深遠，

在過程中不僅速度需要較為緩慢平和，有些時候還不能過於表面化。此外，因為

迄今沒有實證結果顯示學習導向與市場導向兩者之間在程度上有必然的相關性

存在，所以本研究在討論理論架構關係時決定捨卻學習導向構念而改採組織學習

類型。 

依據市場導向的資訊處理程序觀點，市場導向所蒐集的是市場上的情報並針

對市場情報做出反應，過程中並不針對該市場情報進行瞭解與解釋，甚至改變組

織現有的信念與常模，在整個定義上較貼近單圈學習（調適性學習）的觀念；而

另一構念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中所具備的創新性、承擔風險與預應能力等特性，則

因創新性與預應能力所需具備的市場知識層次較高，且與 Senge（1990）所提及

的學習型組織特性接近，大體上較接近於雙圈學習（產生性學習）中對於現行信

念、規範與常模提出質疑進而修正的精神。因此，以組織學習類型為研究構念，

在理論架構與各構念間關係之推導上較學習導向更具有邏輯上的相關性。 

3.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Miller and Friesen（1983）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區分為創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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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與服務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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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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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Lumpkin 

and Dess1996）。但在現存的策略管理與組織創業精神相關文獻中，則仍以 Miller 

and Friesen（1983）所提出的三個基礎構面作為組織創業精神的概念化基礎。為



求定義上的周延性，我們將採用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並彙整

Miller and Friesen（1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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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組織績效 

企業單位的績效可以透過多種構面來加以衡量，各種構面的相關性與重要性

會因為賭東（stakeholder）群體或長短期觀點之不同而產生變化。Walker and 

Ruekert（1987）則提出以下三個對公司或單位主管而言較為重要的績效衡量構

面： 

1.效能（effectiveness）：效能指的是企業的產品或方案較市場上其他競爭者來得

成功。通常透過與競爭者市場成長率的比較或者市場佔有率的改變來加

以衡量。 

2.效率（efficiency）：效率指的是企業執行方案時所採用的資源之產出。通常透

過每百分比銷售的獲利力或者投資報酬率（ROI）來加以衡量。 

3.調適力（adaptability）：調適力指的是企業成功地反應環境中狀況或機會的改

變。通常透過相對於競爭者成功地導入新產品的數目或者某段時間內導

入產品的銷售百分比來加以衡量。 

在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將組織績效區分為內部市場績效與外部市場績效兩

部份。所謂的外部市場績效主要是展現在顧客與組織的反應作為上，例如 

Jaworski and Kohli (1993)所提及的顧客滿意度、重覆購買率與新產品成功機率

（Kotler1997）、銷售成長與改善獲利能力（Slater and Narver1995），以及 Sinkula

（1997）所說的組織行銷方案之動態性等；至於內部市場績效所談論的對象為組



織的成員，其結果將表現在組織員工對目前工作與組織的感覺與認知上，例如

Jaworski and Kohli (1993)、Slater and Narver (1995)和 Sigunaw,Brown and Widing

（1994）所提及的歸屬感、工作滿足，以及 Jaworski and Kohli (1993)以及 Day

（1994）所提及的組織承諾等。 

上述的各種指標早已在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採用作為

衡量組織績效的操作化項目。不過，當研究中進行跨企業單位之間的比較時，由

於績效構面衡量指標數量上的限制，將使得績效指標間潛藏著替換關係

（Donaldson 1984）。而為了進一步探討組織績效指標是否會因為透過組織學習

類型之中介而產生不同的效果或影響，故本研究將以 Walker and Ruekert（1987）

所提出的三個績效衡量構面（效能、效率以及調適力）為基礎，再將已被實證研

究所採用的組織績效變數分門別類加以彙整，來作為理論架構中組織績效的衡量

指標。其中的效能構面則以相對市場佔有率的改變為代表，而效率構面則以投資

報酬率（ROI）為衡量指標，至於調適力構面則以新產品成功為主要衡量項目

（Walker and Ruekert 1987； Jaworski and Kohli 1993；Narver and Slater 

1990,1994）。 

 

（二）理論架構構念間之關係 

1.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最近的文獻指出市場導向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兩者在達成優越的企業績效

上可能會產生相互干擾的現象，因而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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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證研

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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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也建議，透過



市場導向的中介效果，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將呈現正相關，但是

如果沒有市場導向的中介，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則變為負向關係或不顯著，這意

味著市場導向不僅不會阻礙廠商試圖同時具備組織創業精神與追求成功，甚或對

兩者具有正面增強的效果。 

在組織創業精神內涵中，由於預應能力被視為一個向前看的概念，是一種採

取主動預測與追逐新機會並參與浮現的市場之傾向（Lumpkin and Dess 1996）。

因此，我們深信組織創業精神的預應能力構面能促進新市場機會的確認以及執行

（Miller and Friesen1982；Venkatraman1989），而這將導致情報蒐集與反應層次

的提昇（Kohli and Jaworski 1990）。所以組織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三個構面將集

體促進組織成員參與市場學習活動、確認需求以降低過度不確定性及採取較大的

風險的意願與能力，進一步促進 Kohli and Jaworski（1990）所定義的市場導向之

達成。基於上述對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影響關係之探討，

本研究提出下述命題： 

命題一：組織的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2.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依據 Jaworski and Kohli（1990, 1993）、Sinkula（1994）、Sinkula et al.（1997）、

Baker and Sinkula（1999）等學者對市場導向的定義內涵，除了將資訊來源縮小

鎖定在市場情報的範圍外，在整個情報蒐集、情報傳播以及情報反應的市場導向

情報處理過程中，並沒有提及組織針對該項市場情報作更進一步的解釋與分享，

而這整個市場導向流程恰巧與組織學習中的單圈學習（調適性學習）概念十分接

近；因為單圈學習本身並不涉及改變指導組織行動的常模，而且其主要目的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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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昇整體決策的正確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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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過程所展現

的便是市場導向的意義與內涵（Sinkula 1994）。 

此外，Sinkula (1994)則提供了從市場知識層次的角度來探討市場導向與組織

學習兩者間關係的概念，雖然組織學習所涵蓋的資訊來源之範圍較市場導向來的

廣泛，但是他認為組織從獲取或產生增殖知識開始即可稱為所謂的高階學習（雙

圈學習），此時非僅只是在既有的組織規範和信念下作調適，也開始嘗試對組織

本身的學習機制作進一步的探索；至於市場導向所獲取的市場知識層次往往來得

較低（Sinkula 1994），因此組織這時發生單圈學習的機會相對就來得較大。此外，

國內學者黃俊英（1999）也以組織學習為中介變數，針對台灣大型財團法人醫院

為實證對象，對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績效的連鎖關係進行實證調查，證實組

織學習在市場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 

基於上述對於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影響關係之探討，本研究

提出下述命題： 

命題二：組織的市場導向會透過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3.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組織學習兩者的關係則可以從創新性與預應能力的角

度來探討。在現存的策略管理與組織創業精神相關文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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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應能力來作

為概念化之基礎（Miller and Friesen 1983）；迄今為止，關於創新、組織學習與

企業績效三者關係之研究不勝枚舉，其研究的主題不外乎組織學習透過創新的中



介效果而對企業績效產生正面之影響（Hurley and Hult 1998）。此外，Barringer and 

Bluedorn（1999）亦認為具備組織創業精神的廠商傾向於參與較大層次的資訊掃

瞄活動而不只限定於與市場相關的情報或知識上（Hambrick 1982），而且預先創

新的文化亦能促進資訊分享與利用，假使該文化被維持並培育出組織朝向創新的

傾向，則將增強組織創業精神與高階學習兩者之間的正向關係（Menon and 

Varadarajan（1992）。 

Slater and Naver（1995）也認為組織要能創新或者產生高階組織學習，則必

須有合適的組織文化來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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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會促進產生性學習（雙圈學習）的發

生，並進一步對組織績效造成影響，更廣泛地說，即文化會指揮學習的型態與方

向。而追求創新的企業即使無法達成 Senge (1990)所指出的學習型組織所具備的

特質，其管理者也必須要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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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團隊學習等工作以創造合適的組織文化；

由上述觀點得知，創新不僅是高階組織學習的結果，也可能是高階組織學習發生

的原因之一。 

基於上述對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影響關係之探

討，本研究提出下述命題： 

命題三：組織的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並彙整命題一、命題二及命題三後進一步提出命題四： 

命題四：組織的創業精神傾向會依序透過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

顯著的影響。 

綜合以上論點，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如圖 3-1所示： 



 

二、研究假設 

（一）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在第二章的文獻中探討了學者們對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以

及組織績效間關係的看法，綜合其論點，本研究提出了命題一的敘述：「組織的

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基於命題一的敘述，

本研究在實證過程中提出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1：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市場導向有正面之影響。 

H2：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正面之影響。 

（二）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在組織學習的各種理論中，八０年代以前的許多學者（如 Simon，March，

市場導向 

 
- 情報產生 
- 情報傳播 
- 反應 

組織學習類型 

 
- 單圈學習 
- 雙圈學習 

組織績效 

 
- 相對市場佔有
率的改變 

- 投資報酬率 
- 新產品成功 

創業精神傾向 

 
- 創新性 
- 風險承擔 
- 預應能力 

圖3-1：本研究架構 

 



Argyris等），都習慣以二分法明確地將組織學習粗略地區分為幾種截然不同組織

類型，進而探討彼此之間的差異以及其所展現出來的組織績效，這個觀念延續了

很久，直到 Hedberg（1981）首先以連續帶（也就是學習的改變程度）的觀念來

劃分組織學習的本質而非組織學習的類型，以及其後的 Meyers（1990）也同樣

的以此觀念來對組織學習進行探討之後，我們這才接受了組織學習也應該是一個

連續帶的觀念，而 Slater and Narver（1995）則更廣泛地從文化面來分別探討組

織學習與市場導向之關係，其結論則再次支持組織學習是一個連續帶的觀念；但

是如同本研究於此章節中對於組織學習類型構念的闡述，一個組織學習導向程度

的高低與組織所發生的學習類型之間並無必然關係存在，而本研究為進一步瞭解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兩者分別透過組織學習進而影響組織績效的完整

路徑，故仍以組織學習類型作為探討的構念。 

Slater and Naver（1995）認為，對一個極大化向市場學習之能力的廠商而

言，市場導向只不過是個開始。市場導向依據其定義主要是從事市場情報之蒐集

與傳播，並針對市場情報進行反應，其過程中並不涉及組織信念、規則與常模的

檢討與修正，就組織學習的角度而言，與單圈學習（調適性學習）的觀念相一致，

所以本研究認為市場導向會導致組織內部單圈學習的發生，至於其發生的頻率與

程度則取決於市場導向的程度。此外，由於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所需要的市場資

訊與學習過程亦有所差異（Argyris and Schon 1978；Sinkula 1994）；因此，本研

究認為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項目亦可能不同；其中，單圈學習並不涉

及組織信念、常模的改變，而只是因應市場資訊而做反應，因此可能對投資報酬

率等組織績效的效率項目（或財務性指標）影響較為顯著，而雙圈學習除了會進

一步對組織信念、常模做調整，而且所需的市場知識層次較高，所以可能對組織

績效的效能項目與調適力項目（或非財務性指標）的影響會較大（Slater and 

Narver 1995）。 

 



本研究在第二章的文獻中已探討了學者們對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及組

織績效間關係的看法，綜合其論點，本研究提出了命題二的敘述：「組織的市場

導向會透過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基於命題二的敘述，本研

究在實證過程中提出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3：市場導向對組織學習中的單圈學習有正面之影響。 

H4：組織學習中之單圈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面之影響。 

H5：組織學習中之單圈學習對組織績效之效率項目有較大之正面影響。 

（三）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在第二章的文獻中探討了學者們對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組織學習類型

以及組織績效間關係的看法，綜合其論點，本研究提出了命題三的敘述：「組織

的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基於命題三的

敘述，本研究在實證過程中提出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6：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組織學習中的雙圈學習有正面之影響。 

H7：組織學習中之雙圈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面之影響。 

H8：組織學習中之雙圈學習對組織績效之效能項目與調適力項目有較大 

之正面影響。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理論架構所探討的主題是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之

間的關係。Sinkula (1994)建議有關於組織資訊處理與組織學習方面的研究，應跳

脫民族誌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開始從事實證研究。事實上，一些與本研究相關

的文獻，例如組織創業精神傾向（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 2002）、市場導

向（Kohli and Jaworski 1990,1993）、學習導向（Sinkula et al. 1997）等研究也都

成功地運用實證方法來印證理論。因此，本研究基本上也採用實證方法來檢定上

一節所陳述之研究假設。本節的第一部分將說明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的方法；第

二部分將對本研究所探討的變數作操作性定義；第三部份則解釋設計問卷的步驟

與過程。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一般而言，規模大的企業對於市場知識與技術之學習較有能力與意願投入

更多的資源，不僅組織學習的參與者較為廣泛，而且知識和技能的管理與傳播也

比較有系統；相形之下，中小企業則由於本身資源有限，因此，對於組織學習所

能投入的資源相對較少，不僅學習者常侷限於經營者一人或少數幾人外，且為確

保生存利基，重要的知識與技能很少在公司內部交流。但是，對於組織創業精神

傾向而言，企業規模因素所得到的結果卻似乎與市場導向和組織學習兩者相反，

一般而言，台灣的中小企業由於資金少且必須面對多變的環境，企業主往往具有

高度的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而大型企業則由於整體制度已經建立完備，反而較不

容易進行創新性與承擔風險的決策。 

由於企業規模因素可能造成本研究理論構念與實務間之矛盾現象，並在未

來定義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進行問卷調查時，於時間點之認定上可能產生困擾，

因此，本研究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定義為企業體的創新性、風險承擔以及預應能



力，它是一個整體的概念，而非僅只是針對創業者個人。至於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則將從中華徵信所2002年全國企業排名資料庫中選擇營收淨額在1億以

上的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全部的金融業進行研究。 

本研究問卷填寫的對象選定為企業中之高階主管（CEO），雖然 Phillips 

(1981)主張應採用多位受訪者(multi-informants)之調查法，但因受限於時間與經費

等因素，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訪者可對較多企業進行調查。此外，由於大量具代表

性的樣本對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相當重要，所以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郵寄問

卷供受訪者填寫。但是直接郵寄問卷常產生問卷回收率過低與填寫不確實之問

題，本研究採取下列措施以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1.附回郵信封；2.保證本調查

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調查結果絕不外洩；3.隨問卷寄送感謝函，以提高受訪者填

寫問卷的意願；4.謹慎設計問卷格式、用字、問題與題次安排。 

至於資料蒐集則分為幾個步驟：1.從名單中選出符合資格的廠商，在正式

問卷寄出前一週先寄出一封說明函，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重要性，邀請企業行銷

主管參與；2.一週後，寄出正式問卷、感謝函與回郵信封給這些廠商的行銷主管，

問卷中詳述填寫方法與聯絡電話，以增加有效回卷；3.寄出一週後，針對未回函

廠商寄出催收信函；4.正式問卷寄出四週後，以電話或傳真提醒未回覆者填寫問

卷。這些步驟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回收率，以增加本研究樣本的代表性。 

二、變數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的變數主要包括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與組織績效

等四大項。茲分述如下： 

（一）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本研究為求定義上的周延性，決定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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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定義中以創新性、風險承擔、預應能力等三個組織對於組織創業精神

傾向之管理程序的基礎構面作為組織創業精神的概念化基礎。至於組織創業精神

傾向的衡量設計，則以 Covin and Slevin（1989）及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

（2002）的量表為參考依據，請答卷者依照同意程度，從「非常同意」、「同意」、

「有些同意」、「無意見」、「有些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七點 Likert

尺度作答，本研究將各個變項分數加總以作為受訪者知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程

度。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衡量設計 

1. 創新性 

（1）公司遭遇經營上的問題時，每次都會嘗試採取不同的應變模式來解決 

（2）如果解決問題的應變模式越新穎或越與眾不同，就會越容易被公司所

採用 

（3）員工如果能以不同的應變模式來解決問題，公司將會給予較高的評價

或考績 

2. 風險承擔 

（1）公司很少採行風險和報酬都很高的計畫案（負向） 

（2）公司鼓勵主管們嘗試改變既有的領導風格，展現出不同的行事作風 

（3）公司員工平時會自動投入時間與精力來瞭解企業環境並進一步發展新

機會 

3. 預應能力 

（1）公司每年都會比主要競爭者投入更多的資源來預測或開發新市場 

（2）公司相信市場環境（如消費者需求、環境意識與生活型態等）的變化

對公司而言都是一個新的機會 



（3）公司員工平時討論的內容大多是有關於市場環境所發生的新變化或新

機會 

（二）市場導向 

Jaworski and Kohli（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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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涵包括市場情報蒐集、市場情報傳播、市場情報反應等三項組成因素，雖然

Kohli and Jaworski（1990）以及 Narver and Slater（1990）此兩派市場導向之衡

量量表紛紛被學者們用於檢測與更進一步地精簡衡量問項（Hart and 

Diamantopoulos 1993；Deng and Dart 1994；Siguaw and Diamantopoulos 1995；

Greenly 1995），而 Narver and Slater（1990）所發展出來市場導向的衡量量表，

在其概念化與操作化上特別深受學者們的引用，因為它除了考慮 Kohli and 

Jaworski（1990）之市場情報蒐集、散播與反應此三項構面外，同時也評估了文

化因素（Deshpande, Farely and Webster 1993；Hunt and Morgan 1995），此外，

Wreen（1997）在研究中也指出 Kohli and Jaworski（1990）所建構的市場導向乃

是精確地反應行銷導向多於市場導向。而 Oczkowski and Farrel（1998）也將此兩

派觀點之量表中的問卷項目進行多種統計驗證，結果發現 Narver and Slater

（1990）的問卷項目（MKTOR）比 Kohli and Jaworski（1990）的問卷項目

（MAKRKOR）之信度來得高，而且對於績效的解釋能力亦相對較高。而 Pelham

（1999）也發現 Narver and Slater（1990）的問卷項目 alpha係數高於 Kohli and 

Jaworski（1990），而且經因素分析萃取後亦是 Narver and Slater（1990）的問卷

項目得到三個較佳的因素。但因為本研究乃是以市場知識層級之概念來探討組織

創業精神、市場導向以及組織學習三者之間的關係，為求構念彼此之間衡量內涵

之一致性，故本研究仍以修正後 Jaworski and Kohli（1993）以及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的 MO量表為參考依據，請答卷者依照同意程度，從「非

常同意」、「同意」、「有些同意」、「無意見」、「有些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七點 Likert 尺度作答，本研究將各個變項分數加總以作為受訪者知覺市場

導向之程度。 

市場導向之衡量設計 

1. 市場情報蒐集 

（1）公司每年至少會進行一次消費者調查以評估我們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 

（2）公司的競爭者情報是透過許多不同的部門所共同蒐集 

（3）公司定期審視企業環境（如法規等）的改變對顧客可能產生的影響 

（4）公司經常蒐集與評估總體的經濟資訊 

（5）公司經常與政府官員或主管機關保持聯繫，以蒐集對公司有用的資訊 

（6）公司蒐集並評估任何可能會影響我們企業的社會趨勢資訊 

（7）公司花許多時間去瞭解供應商，藉以學習有關他們的各種資訊 

（8）公司內只有少數成員負責蒐集競爭者資訊（負向） 

2. 市場情報傳播 

（1） 公司的行銷人員花許多時間與其他部門的人員討論顧客未來的需求 

（2） 公司定期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刊物在公司內部傳播有關顧客的資訊 

（3） 公司經常有跨部門的會議來討論市場的未來趨勢與發展 

（4） 公司定期舉行跨部門的會議來更新有關法規方面的知識 

（5） 技術部門的成員經常分享新產品的技術資訊給其他部門的人員 

（6） 公司內每個人都可以很快地得到最新的市場資訊 

3.市場情報反應 

（1） 公司對顧客的抱怨毫不在意（負向） 

（2） 公司內不同功能部門之間的協調非常好 

（3） 即使公司有很好的行銷計畫，卻經常無法如期實施（負向） 

（4） 如果有社會團體批評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我們會立即做出回應 

（5） 公司總是比競爭者花更多的時間去回應法規政策的改變（負向） 



（三）組織學習類型 

如同本研究先前所言，除組織學習的類型與學習導向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

關係存在外，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構念是組織學習類型而非學習導向，並將此構念

依據 Argyris and Schon（1978）及 Gordon（1996）的看法區分為單圈學習（調適

性學習）與雙圈學習（產生性學習），認為當組織進行誤差的偵測、收集與修正，

而導致組織實用理論發生改變時，假使此種改變不涉及指導組織行動的常模，則

稱之單圈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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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yris and Schon 1978; 

Sinkula 1994)。故此構念之量表便不適合全部以 Slater and Narver（1995）以及

Sinkula et al.（1997）所發展出來的學習導向（即學習承諾、開放的心靈以及共

享的願景等三個構念）量表為參酌的依據。 

此外，McGill et al.（1992）以及 Bennett and O’brien（1994）亦強調組織學

習是幫助組織內部員工創造新的知識與智慧，以促進內部瞭解及持續改善自我與

產出的一種方式，並且透過策略、結構、人力資源以及管理者行為等四個構面來

比較適應性學習與產生性學習兩者在管理上的差異性。他們認為適應性學習是一

種低學習態度的類型，強調科層化組織結構之特性，而且習於維持穩定的現狀並

偏重於被動式的控制系統；至於產生性學習則是一種高學習態度的類型，強調機

動、彈性、團隊等組織結構特性，慣於追求改變並常以追求創造、自我管理的學

習為重心，偏重以共同價值觀達到自我控制的效果；而 Gordon（1996）則更進

一步明確指出單圈學習即適應性學習，雙圈學習則等同於產生性學習。另外

O’Neil（1995）則以組織機制、結構、文化以及資訊等四個構面來說明並衡量組

織學習的程度與類型，認為不同的學習類型在不同的比較構面上則有明顯的差異

存在。 

本研究依據 Argyris and Schon（1978）對單圈學習與雙圈學習的定義，並參



酌 McGill et al.（1992）、Haeckel and Nolan（1993）、Bennett and O’brien（1994）、

O’Neil（1995）以及林鈺欽（民 86）等學者對組織學習衡量與比較構面的看法，

認為單圈學習與雙圈學習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矯正對象以及矯正深度之不同，且

其內涵則會透過文化、結構、行為以及資訊等四個構面來表現（Argyris and Schon 

1978；Slater and Naver 1995；Bennett and O’brien 1994；Sinkula 1994；Tsang 

1997）；至於問卷設計的方式則以 Snow and Hrebiniak（1980）、McDaniel and Kolari

（1987）、Dvir, Segev, and Shenhar（1993）、Matsuno and Mentzer（2000）以及 Slater 

and Olson（ 2001）等學者在其相關研究中所採行之單純自我分類方法

（Self-Typing）為參考。每題組總分十分，並請答卷者於每題組之兩子題目分別

給分。 

組織學習類型之衡量設計  

1. 組織文化構面 

Slater and Naver（1995）認為組織要能創新或者產生高階組織學習，則必須

有合適的組織文化來指導，而當組織文化越趨向於 Senge（1990）所言的學習型

組織特質時，則組織內發生高階學習的情形將更為普遍。根據 Argyris and Schon

（1978）對雙圈學習的定義指出，當組織進行雙圈學習時，其學習結果將會產生

回饋而導致組織價值、文化、常模的改變；因而，此處之組織文化構面指的是當

組織進行雙圈學習時所展現出來的文化特質，經實地深度訪問後整理其可能之衡

量變項為：  

（1） 本公司解決市場問題的方式是依循現有既定的方法與規則來處理或

者是採取和以往不同的方法與規則來處理 

（2） 本公司希望員工工作時必須完全依據公司現有的規定來執行或者是

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來挑戰傳統 



2. 組織結構構面 

Bennett and O’brien（1994）認為當組織能將學習、調適以及變遷等能力轉

化為組織文化時，稱為學習型組織，而其所屬之價值、政策、實踐、體制及結構

等均能有助於員工去進行雙圈學習，因而，此處之組織結構構面指的是當組織進

行雙圈學習時所展現出來的結構設計特質，經實地深度訪問後整理其可能之衡量

變項為：  

（1） 影響本公司決策的相關人員是公司內部的各單位主管或者是公司內

部的各單位主管、員工代表以及外界專家學者 

（2） 本公司高階主管的任用主要是由公司內部升任或者是大多來自於外

部其他公司 

3. 組織行為構面 

組織學習是發展新的知識或洞察力以影響行為（Slater and Naver 1995），但

行為的改變則是發生在組織修正其實用理論之後（Argyris and Schon 1978）； 

Watkins and Marsick（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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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此處之組織行為構面指的是當組織進行雙圈

學習時所展現出來的行為特質，經實地深度訪問後整理其可能之衡量變項為：  

（1） 本公司目前面臨的最大經營問題是現有的工作效率與利潤是否達成

預定目標或者是現有的經營策略、企業文化與價值觀是否需要改變 

（2） 本公司在追求利潤目標之外更重視如何立即解決當前短期的市場問

題或者是更重視如何調整經營策略以維護長期的產業聲譽 



（3） 本公司目前投入較多的資源在修正公司現有的工作程序與規則或者

是調整公司未來經營策略的方向與順序 

4. 組織資訊構面 

Sinkula（1994）認為如果從市場知識層次的角度來探討，則組織從獲取或產

生增殖知識開始即可稱為所謂的高階學習（雙圈學習），此時非僅只是在既有的

組織規範和信念下作調適，也開始嘗試對組織本身的學習機制作進一步的探索，

故組織學習類型之不同對於組織知識與資訊的需求、內涵、來源等亦有差異

（O’Neil 1995）。因而，此處之組織資訊構面指的是當組織進行雙圈學習時所需

要的資訊特質，經實地深度訪問後整理其可能之衡量變項為：  

（1） 公司所取得的市場資訊大多屬於本產業資訊或者是跨產業資訊 

（2） 公司員工於工作時所需的資訊種類與來源兩者皆相當固定或者是變

動相當大 

（3） 本公司提昇員工知識與技能的方式是邀請內部傑出員工分享工作經

驗或者是邀請外界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演講與訓練 

 

（四）組織績效 

本研究的組織績效包含相對市場佔有率的改變、投資報酬率、新產品成功等

三大項目，其量表則分別參考彙整自 Jaworski and Kohli（1993）、Slater and Naver

（1995）、Baker and Sinkula（1999）、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等

學者之相關研究，請答卷者依照同意程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有些同意」、

「無意見」、「有些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七點 Likert 尺度作答。 

 



組織績效之衡量設計  

1. 相對市場佔有率的改變 

（1） 本公司去年市場佔有率的成長速度很快 

（2） 本公司去年市場佔有率的成長較最大競爭者為高 

2. 投資報酬率 

（1） 本公司去年的投資報酬率很高 

（2） 本公司去年的投資報酬率高於最大競爭者 

3. 新產品成功 

（1） 本公司過去三年新產品導入市場的數量較最大競爭者為多 

（2） 公司新產品研發速度（從導入到上市）較最大競爭者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