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首先根據第四章研究假說之實證結果，進行研究架構模式之修正，

其次說明本研究之重要發現與結論，最後闡述本研究對於理論與實務之意涵與貢

獻，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架構模式修正 

本節將根據第四章假說檢定之結果進行研究架構模式的修正，由於本研究在

進行假說檢定時為了進一步瞭解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所造成之影響，因而事先將樣

本資料區分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以及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且其實證結果與假說檢

定之結論亦隨組織學習類型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故實不宜將兩種組織學習類型之

研究架構一起整合呈現，因此本節將分別針對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進行研究架構

修正。 

一、單圈組織學習類型研究架構修正 

由第四章假說檢定結果得知，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研究假說

H1、H2、H3、H4 分別獲得完全支持，代表著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兩種不

同的路徑間接地影響組織績效，亦即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市場導向之中介效

果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亦可透過市場導向、單

圈學習類型兩者之中介，間接地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之正面影響，在此影響路徑

中，單圈組織學習的中介效果被突顯出來，但由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與單圈

組織學習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0.287（t=-0.4047,sig.=0.000），呈現明顯的負

向關係，亦即當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程度越高時，組織進行單圈學習的程度也就越

低。綜合上述結果，故將研究架構修正如圖 5-1所示。



 

 

 

 

 

 

 

 

 

 

二、雙圈組織學習類型研究架構修正 

由第四章假說檢定結果得知，在雙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研究假說

H1、H2、H6、H7 分別獲得完全支持，即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市場導向之

中介效果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亦可透過雙圈學

習類型之中介，間接地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之正面影響，在此影響路徑中，雙圈

組織學習的中介效果被突顯出來；至於市場導向對雙圈組織學習之影響，由於其

標準化係數為 0.165（t=1.908,sig.=0.06），則尚未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其數據顯

示兩者之間確實具有正向關係。故將研究架構修正如圖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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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單圈組織學習理論架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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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雙圈組織學習理論架構修正 



第二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中包含了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

及組織績效等四個構念，其中，關於市場導向的內涵以及與組織績效兩者間之關

係，近年來已被從理論面與實證面廣泛地加以討論，除了 Kohli and Jaworski

（1990）所提出的市場情報處理程序觀點外，亦有 Narver and Slater（1990）從

組織文化觀點來加以闡述市場導向；至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概念，在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以組織結構和市場導向作為中介變數進行實證研究

後，亦證明與組織績效之間有明確的正向關係存在。雖然本研究之理論架構中有

些構念乃參考先前學者們的看法與實證結果，但是本研究討論的重點則在於組織

學習類型內涵、組織學習類型在整個理論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的組織

學習類型是否會透過不同的路徑來影響組織績效，甚或是不同的組織績效指標。

透過實證結果顯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市場導向與單圈組織學習之中介效

果，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亦會透過雙圈組織學

習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在此過程裡，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之中介效

果與不同的影響路徑被突顯出來。 

一、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整理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之相關理論發現，其實兩者之間在

達成優越的組織績效上應該存在著緊張的替換關係，而此種爭論的焦點在於當一

個廠商具備市場導向、良好的管理實務與執行的基礎時，將會扼殺廠商同時具備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追求成功，亦即當廠商具備較高程度之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時，其組織績效卻往往不如預期優越。不過，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當組織創

業精神傾向透過市場導向的中介效果後，對組織績效反而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此發現與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的實證結果一致，亦即組織創業

精神傾向中之創新性若能發展市場資訊並能明確指出或預測市場的機會時，才有

可能創新成功（Slater and Narver 1995）。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甚至不必透過組織結構之調整（扁平



化）便能對市場導向有直接顯著的正面影響。有關於組織結構在此所扮演的中介

角色一直被 Slater and Narver（1995）所強調，認為一個企業或組織只有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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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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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構面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也

指出，合適的組織設計與結構，有助於市場導向完整性的達成。本研究實證結果

大致支持上述學者們之看法，但是也發現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兩者之間

所存在著的另一種直接關係，而這種直接關係與 Churchill and Peter（1984）和

Miller and Friesen（1983）之研究中所提及，當企業能從事策略規劃活動、有能

力指出顧客的需求、堅持把遠景化為實際行動時，代表企業也正透過市場情報之

蒐集、傳播來反應市場的需求之觀念相呼應。 

二、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不論將樣本資料區分為單圈組織學習或雙圈組織學

習，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組織學習類型在市場導向與組

織績效之關係中所具備之中介效果，於單圈組織學習的樣本資料中更顯突出。 

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之修正後理論架構顯示，市場導向與單圈組織學習兩

者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也就是說，當企業具備市場導向時它往往也進行著單

圈組織學習，而且當市場導向程度越高時則企業從事著單圈組織學習的程度亦越

高。我們從市場情報或資訊的角度可以發現，市場導向指的是針對市場情報進行

蒐集傳播與反應的過程（Kohli and Jaworski 1990），在過程中並未對市場情報或

資訊做進一步的闡述或解釋，而這概念便等同於單圈組織學習中針對錯誤或落差

進行矯正，但不改變組織整個觀念或價值觀一般，亦即 Fiol and Lyles（1985）所

提及單圈組織學習並不改變指導組織行動之常模，而其主要目的在於將組織過去

之行為予以例行化與機構化，使組織在解決問題時能引用過去既定的模式、方法



與法則，以提升整體決策的正確性（Bennis and Nanus 1985）。 

至於在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修正後理論架構則顯示，市場導向與雙圈組織學

習兩者之間具備不顯著但正向之關係。針對此結果，Sinkula (1994)則從市場知識

層次的角度來加以解釋，認為組織學習不僅所涵蓋的資訊來源之範圍較市場導向

來的廣泛，而市場導向所獲取的市場知識層次亦往往來得較低，因此，組織發生

單圈學習的機會相對較雙圈學習來得大，但是如果在整個資訊蒐集、傳播與反應

的過程裡搭配創新的組織文化來指導，則雙圈學習發生的機會將會明顯提高。 

此外，黃俊英（1999）認為組織學習在市場導向與組織績效之間具有完全的

中介效果之結論，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雖然市場導向與雙圈組織學習兩者

之間的正向關係接近卻未達顯著（sig.=0.06），但仍可宣稱該結論獲得支持。至

於兩者稍有差異之原因，主要應是由於對組織學習構念定義之差異以及研究樣本

資料誤差所造成。 

三、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會透過雙圈組織學習的中介效

果而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此觀點與 Hurley and Hult（1998）以創新

為中介變數來探討組織學習與組織績效之關係的想法上有所差異。仔細推敲兩者

的差異主要在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創新兩構念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創新不僅是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內涵之一，亦是組織創業精神傾向的產物（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 2002），但是如果從 Sinkula（1994）市場知識的整個流程觀點來看，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反而較接近於一種組織文化，而創新則可能是一種實質的產出

或行動，此種產出或行動往往進一步伴隨著高階學習的發生。本研究在進行理論

架構推導時乃依據 Sinkula（1994）之觀點，將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視為一種組織

文化來加以討論，因而將它視為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之前置變數。 

此外，本研究的發現也支持 Slater and Naver（1995）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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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Menon and Varadarajan（1992）也指出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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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高階學習兩者之間的正向關係。 

四、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不僅支持黃俊英（1999）所提及組織學習在市場導向與組織績效

之間扮演完全中介角色之發現外，不論為單圈或雙圈組織學習之樣本資料亦都發

現，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雖然在理論推導的過程中，因

為單雙圈組織學習在本質上有所差異，進而假設兩者對組織績效的效率、效能與

調適力子構念（Walker and Ruekert 1987）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單圈組

織學習會對效率構面有較顯著之影響，而雙圈組織學習則對調適力構面有顯著之

影響，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卻發現不論單雙圈組織學習樣本資料，對組織績效中

之調適力子構面都有較顯著之影響。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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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績效

構面衡量指標數量上的限制以及樣本資料產業特性的影響，將使得績效指標間潛

藏著替換關係（Donaldson 1984），因而造成對效率與效能子構面影響的差異性

便不顯著。 

此外，本研究也進一步針對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的問題再分別進行比較，發

現六個組織績效題目中確有幾題會因為組織學習類型之不同而產生明顯之差

異；例如，市場佔有率相對於最大競爭者之成長與投資報酬率相對於最大競爭者

之成長，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都較為顯著，而這些短期的外部市場績

效指標正主要展現在組織市場導向的反應作為上（Jaworski and Kohli 1993），由

於單圈組織學習與市場導向觀念兩者如果從市場知識與資訊處理的角度來加以

詮釋，則不論在內涵上或行為上都相當接近（Sinkula 1994），因此上述的結果亦



符合學者之研究發現。 

第三節 理論與實務意涵 

由於現有文獻對組織學習領域之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明顯不足，本研究除了

希望能藉此機會澄清組織學習在文獻上的疑義外，並試圖透過市場知識層級之概

念，進一步釐清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三者彼此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節除將說明本研究結論對於行銷學理上的貢獻外，並根據此研究結果提

供給實務業者如何在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之間進行整合的建

議。 

一、理論上的貢獻 

本研究在行銷與組織理論上的貢獻，可以從以下三個方向作一說明。 

（一）提出組織學習類型概念，並設計問卷進行實證研究 

迄今關於組織學習在行銷領域上的應用，絕大多數是以學習導向的觀念來進

行實證研究（Sinkula et al.1997），或者將之視為一種組織文化來加以探討（Popper 

and Lipshitz 1998）。由於上述的研究並無法真正定義或區別出 Argyris and Schon 

（1978）所提出的單圈組織學習與雙圈組織學習，致使組織學習變成一種空泛的

名詞，無法透過實證研究來進一步探討其內涵與可能之影響；因而，本研究透過

文獻探討並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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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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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基礎，從文化、結構、行為以及資訊等四個構面來表現單、雙圈組織學習在矯正

對象以及矯正深度之差異，進而設計問卷以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經過三位不同產業（金融、製造、服務）經營者的深度訪



談，藉以瞭解企業對於組織學習之認知與執行狀況，並透過政治大學 EMBA 班

與企家班成員的兩次測試，確認問卷語意是否可以明確表達所欲衡量之問題。雖

然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此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之信度 Cronbach a只達 0.7左右，各單

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接近但未達 0.5，不過也已具備可接受之表面效度、內容效

度以及建構效度（累積解釋變異 56﹪以上，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2），故應可供

未來後續研究者做進一步探討與改進之用。 

（二）整合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並探討彼此之關係 

由於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之問題遲遲無法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而且各構念之

間似乎並沒有足以串連的觀念提出，因此，學者們很少嘗試將組織創業精神傾

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及組織績效等四個構念一起加以處理；例如，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討論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

績效之間的關係，雖然在其研究中加入市場導向的前置變數（如組織結構）因素

試圖凸顯組織因素在整個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實證結果只有組織結構中之扁

平化子構面獲得正面支持；至於 Baker and Sinkula（1999）亦只討論市場導向、

學習導向與組織績效三者之間的關係。 

因而，本研究便試圖從市場知識與資訊處理的觀點（Sinkula 1994）來探討

上述四個構念之間的關係；不僅發現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中的創新性子構念既是其

內涵因素而且又是組織學習之產出，且該創新性子構念對市場知識與資訊內涵的

需求與處理過程則與雙圈組織學習相近，皆強調對知識與資訊的重新解釋與既有

行為之改變，而且依據上述觀點，本研究亦發現市場導向的資訊處理程序觀點與

單圈組織學習，都只針對所蒐集到的知識與資訊進行反應與解決，在整個處理過

程亦有相通之處。最後經由實證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推導的理論架構獲得完全支

持，也就是說，在市場知識與資訊處理的角度之下，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

向、組織學習類型以及組織績效之間不僅潛藏著密切的關係，而且彼此的影響路

徑亦不盡相同。 



 

（三）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路經會因組織學習類型而異 

本研究發現，不論單雙圈組織學習樣本資料，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皆有顯

著的正面影響，尤其是對組織績效的調適力子構面則更為顯著；此外，雙圈組織

學習樣本資料之實證結果也指出，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途徑也

會有所差異；例如，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必須透過雙圈組織學習之中介效果，才能

進而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否則，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便可能不顯著甚

或產生負面效果；而單圈組織學習樣本資料之實證結果亦發現，組織創業精神傾

向必須透過市場導向之中介效果，才能進而對組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此

外，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單圈組織學習之間不僅構念內涵有所差異，兩者也存在

著顯著的負向關係或替換關係。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也間接證明，以學習導向程度之高低來代替組織學習

構念其實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就是說，當組織學習導向程度很高時，並不代表

著組織內正從事著雙圈學習，同樣地，學習導向程度低也不表示組織內部放棄雙

圈學習，所以，本研究雖然認同 Slater and Narver（1995）所提出之學習導向程

度與高階學習兩者之間存在著正向關係之論點，但是卻不認為組織學習類型與組

織學習導向兩者之間有必然的關係存在。 

二、行銷管理實務上之意涵 

（一）組織創業精神成功的關鍵在於市場導向程序的落實 

本研究發現，當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被視為一種組織文化時，對於組織績效甚

至其三個子構面並沒有顯著之直接關係存在，必須透過市場導向之中介才能對組

織績效與其子構面有正面之影響。關於這觀點，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

（2002）也指出，市場導向不僅不會阻礙廠商試圖同時具備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

追求成功，甚至對於兩者皆具有正面之增強效果。因此，當廠商試圖進行創新性、

承擔風險與市場預應來追求組織績效之成長時，必須透過市場情報之蒐集傳播與



反應等市場導向程序之落實與執行，才能達成預期的目標。 

（二）組織學習能提升企業永續經營與創新的能力 

雖然，自從學習型組織觀念引進之後，國內企業一時趨之若鶩，但因缺乏執

行經驗與方向，致使投入龐大資源後仍無法獲得預期效果。不過本研究發現，不

論單圈或雙圈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與其三個子構面皆有正面之影響，這種情形

意味著組織只要能進行學習，不論組織學習的類型與範圍，對於組織處理市場問

題的能力、組織績效之市場成長率以及投資報酬率等皆會有正面的幫助。而當進

一步比較後發現，不論組織學習的類型為何，對組織績效調適力子構面的正面影

響皆較效率子構面、效能子構面來得顯著，亦即組織學習對於組織新產品之成功

與對環境之應變能力會有特別明顯的提升，而且也會增加組織在不確定環境之下

的生存能力(Chakravarthy 1982)，因此，在這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唯有透過

不斷地學習，才能達成創新與永續經營之目標。 

（三）組織學習可全盤實施或因部門屬性而異 

本研究發現，單圈與雙圈組織學習會透過不同的路徑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

例如，組織創業精神傾向透過市場導向與單圈組織學習之中介效果，或者透過雙

圈組織學習之中介效果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由於彼此影響路徑有所

差異，這也就是說，組織本身可以同時進行不同類型與程度的組織學習，而這些

組織學習將會透過不同的路徑或方式來增強組織的能力。所以當一個組織內部處

處發生學習時，意味著組織正透過多種管道或方式來提昇自己的生存能力，而當

一個組織的績效不斷提高時，也代表著組織內部學習的次數與深度亦在持續增加

著。此外，由於不同組織學習類型除了對組織績效之影響路徑有所差異外，組織

也可以針對各部門的特性來分別進行不同種類或程度的組織學習，例如，研發部

門必須強調深度的雙圈組織學習，而業務部門就可能必須專注於廣泛的單圈組織

學習，如此對於各部門績效的提升亦會更加顯著。 

（四）組織學習可以透過文化、結構、行為與資訊等四個方向來落實 

本研究進行實地訪談時發現，受訪的企業經營者雖然皆十分肯定組織學習對



於組織績效之正面影響，但是對於如何在組織內部進行組織學習卻顯得相當困

惑，甚至抱怨企業投入大量的資源之後，仍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本研究認為上

述情形主要的原因係來自於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組織行為、以及組織資訊等四

個構面之間，沒有適當的搭配或整體一致性的考量；例如，有機式的組織文化必

須搭配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才能使組織資訊來源廣泛且快速流通，以利組織在最

短時間做出正確的反應並達成預期的績效目標，如果當中一個環節無法搭配，會

使得整個組織學習不僅在推行上會窒礙難行，也無法達成提升組織績效或生存能

力的目標，因此，為求組織學習之效果，企業必須先思考文化、結構、行為與資

訊彼此之間搭配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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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認為組織學習構念仍有許多值得深究的議題，特提供給後續研究作

進一步的探討與發展，茲分述如下： 

（一）組織學習的內涵必須更加具體化 

本研究從市場知識與資訊的角度來建構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

織學習類型以及組織績效之關係；雖然實證結果顯示，上述四個構念之間確實存

在著相當程度的關連，但是這也僅是一個初步的開始。根據本研究實地訪問企業

家後發現，受訪者對於組織學習都抱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持續正確地進行組織

學習對於企業績效將有正面之幫助。雖然本研究提出組織學習可以從組織文化、

組織結構、組織行為、以及組織資訊等四個構面來思考，但是對於如何有效執行

組織學習，卻沒有一套可供依循或判斷的準則，甚至相關的配套措施亦付之闕

如，以致於最終推行成果不佳甚至動搖企業根本。所以如何讓組織學習之內涵能

更加具體化，而不再只是個空洞的描述性名詞，實有待未來研究者之努力。 

（二）組織學習量表需做進一步萃煉 

有關本研究中所嘗試建立的組織學習類型量表，肇因於當初接受深入訪談的

企業家數較少與代表性稍嫌不足，故雖然已達到可接受的信度與建構效度，但整

體數據仍具有改善的空間；因此，建議未來實證分析時應有計畫地大規模進行跨

產業之間的訪談、彙整與比較，以確實瞭解各產業對組織學習的認知差異與實際

作法，此外，亦建議採用其他統計工具（LISREL）來探討整個量表的各種指標，

進而提高整個量表的信度、效度與完整性，期使整個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 

（三）市場知識的建構與剖析 

本研究理論只是透過市場知識層級來進行四個構念間關係之建立，對於市場

知識層級之內涵、產生過程以及操作化定義等並未多加著墨，可能會使研究中對

於組織學習類型之區分準則或依據有不甚周延之處；此外，現有文獻對於市場知

識的概念著墨不多，除了 Sinkula（1994）、Sinkula et al.（1997）曾將市場知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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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級並探討外，有關市場知識部分的討論在行銷領域中算是相當稀少，但是綜

觀整個市場環境的發展，未來企業如果要能永續生存，就必須學習著對自身的顧

客（或賭東）進行有效的管理，因而深入的瞭解市場知識只是顧客關係管理的第

一步。 

（四）組織創業精神內涵之深層探討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可以透過市場導向或者是雙圈組織

學習之中介效果，對組織績效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是對於組織創業精神傾向

的三個子構面，即創新性、風險承擔和預應能力的影響效果與方式卻沒有多加探

討。此外，本研究由於問卷回收率較低（8﹪）計 335 份，且各產業別之間的樣

本數差距過大，因此無法進行跨產業之間的比較。未來如果選取較具組織創業精

神傾向之高科技產業為研究對象時，不僅可以凸顯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組織績效

之間可能存在的直接關係，而且可以更進一步探討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三個子構念

對組織績效，甚至效率、效能以及調適力等三個組織績效子構念之個別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