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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及其關係，透過文

獻及相關研究，探討學校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理論，瞭解三者的意義、

策略與測量等層面。本章依研究目的與內涵進行文獻探討，其內容共分為四節，第一節

學校組織學習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二節是學校組織創新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是

學校效能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四節是學校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相關

研究。 

第一節  組織學習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若將學校視之為一個開放系統，則其經營運作的過程包含了輸入、轉換、輸出、回

饋等步驟（秦夢群，1998），面對外在環境的變遷、刺激與挑戰，學校需透過必要的策

略，提升組織適應環境的能力，方能達成既定的教育目標。環境的多元發展與知識的快

速更迭，使學校所面臨的是不斷的「變革」，於此，舊有的觀念與經驗，已不足以應付

變革的需求，惟有以現有的知識為基礎，透過不斷的學習與創新，才能與時俱進並確保

教育的品質。教育改革驅使學校開始進行組織學習，做為對於相關政策與變革的回應（魏

惠娟、林怡禮，2006），而組織學習的功能與效果，可引發組織在文化、領導、結構三

個層面上的逐漸改變，除可加強組織成員的能力，更能提升組織的效能（魏惠娟，2002）。

為進一步探討組織學習的內容及重要性，本節將分別就組織學習的內涵、組織學習的過

程、層級、類型、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組織學習的測量、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等

五部分進行相關文獻歸納及總結分析。 

壹、組織學習的內涵 

   組織學習是促進組織在環境中取得平衡與持續進化的重要關鍵 (Cayla, 2008)，其是

一種借用心理學、管理學、社會學及組織理論等領域所建構出的一個概念 (Dowd, 

2000)。Taylor 的著作及其所倡導的科學管理，認為管理的真諦在於精確與測量，而組織

的學習可以說是以經驗為基礎，並傳達給組織的其他成員，藉此改善組織績效 (Ulrich, 

Lick & Glinow, 1993)，Taylor 將組織的學習視為學習系統之一的觀點，係為組織學習理

論發展的濫觴。 

正式將組織學習理論作為理論研究主題，則是 Cangelosi 和 Dill 在 1965 年的《組

織學習:對理論之觀察》(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bservation Toward a Theory) 一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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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張奕華，1997）。而 Argyris 和 Schon (1978) 年《組織學習:行動觀點理論》一書中所

提出的相關理論，致使組織學習成為組織理論中的重要議題，另外，Senge 於 1990 年

出版的《第五項修鍊》(The Fifth Discipline Field Book) 極力倡導組織學習的理念，更是

激發諸多的相關研究的進行。然而，關於組織學習的概念定義，不同的研究者，隨著不

同發展的時期與切入觀點，採取不同的定義與論述，對於組織學習的定義亦莫衷一是，

以下茲就國內外學者所言之定義，分述如表 2-1： 

表 2-1  組織學習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Morgan 與

Ramirez 
1983 

面臨相同問題的組織成員，以共同學習的方式進行學

習，即稱之為組織學習，然組織學習並不等於個別組織

成員的學習總合。 

Huber 1991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中個人、團隊、部門等各階層獲得工

作知能與專業發展的過程。 

Storck 與 

Hill 
2000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成員透過共同的學習，建立密切的互

動、溝通模式，並創造、分享與傳播知識的系統。 

盧偉斯 1987 

組織學習是組織適應的一種行為，其功能在於促進組織

的效能與發展，並對其信念、態度、行為與結構所為之

的各種調整行動。 

張奕華 1997 
組織為促進長期效能與生存發展，與回應環境的實踐過

程中，所為之的各種調整活動。 

吳明烈 2003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透過持續且有效的個人學習、團隊學

習與組織整體學習，解決組織所面臨的問題，並提升組

織創新及應變能力，以促進組織成員與組織整體發展。

李瑞娥 2004 

組織學習是一種適應環境的作為，透過個人學習、共享

資訊價值、團隊合作、深度對話等方式進行學習，以利

組織創新與發展。 

洪啟昌 2005 

組織學習係組織為了形成其核心競爭力，所採取有系統

整合訊息與知識的各種學習活動，是一種不斷改變與調

整以適應持續變化環境的過程。 

黃怡雯 2008 

組織學習是一種持續的過程而非結果，係組織內部藉由

個人學習之起始，帶動團體和組織間的學習，及運用組

織認知與設計，以分析外部環境影響及內部競爭力成長

的動態過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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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可知，關於組織學習的定義，分析不同學者間之定義，雖存有差異但亦有共

同的見解。綜合文獻可歸納出組織學習的要義如下： 

一、組織學習是一種適應行動 

    組織學習是一種組織為適應環境變遷的理性作為，其目的在於以組織學習為特定目

的性工具，透過學習的過程，發展解決問題與適應環境的能力。 

二、組織學習是一種知識應用 

    組織學習係為組織知識更新、增長與發展的歷程，透過組織的運作與成員的系統性

思考，發展出創新且具應用價值的知識，提升組織的競爭力。 

三、組織學習是一種溝通分享 

   組織學習即組織資訊處理、詮釋及轉化的過程，透過資訊的獲取、分配、解釋、儲

存、運用，使個人或分散的資訊及知識，轉化為整體性且有意義的資訊系統。 

四、組織學習是一種文化建構 

組織學習是一種文化的形塑，透過組織學習的歷程，將組織轉化成為學習型組織，

由個人、小組、團隊到組織整體，創造出上到下、下到上不斷循環的學習文化。 

五、組織學習是一種系統發展 

組織學習是一種長期且有系統的組織發展策略，透過組織學習的歷程，連結組織

內、外的各次級系統，促使組織的結構與運作能持續的更新。 

   綜上所言，組織學習是組織為了適應環境需求與達成目標所為的一種行動策略，其

透過組織的運作、系統的學習、知識的分享來促進成員及組織整體持續發展，係為組織

變革的一種策略。 

貳、組織學習的過程、層級與類型 

組織學習係一種系統性的組織發展策略，其具一定的過程、區分的層級及多樣的類

型，以下就文獻中相關論述，分別說明之： 

一、組織學習的過程 

  組織學習如何進行，涉及到程序性的問題；國內外學者提出諸多組織學習的程序予以

描述。 

Argyris 與 Schon (1978) 指出，組織學習的過程應包含以下四個階段： 

（一）發現階段 (discovery stage)：發現實際的情況與預期的結果存有差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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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新的知識來解釋此現象。 

（二）創造階段 (invention stage)：分析差異存在的因素，並發展可能的解決策略。 

（三）生產階段 (production stage)：依據創造出的策略採取行動，以解決差異的存

在。 

（四）普遍化階段 (generalization stage)：評估過往的經驗，並將之融入組織政策、

慣例及規範中。 

Daft 與 Weick (1984) 則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掃瞄 (scanning)：係屬資料蒐集階段，意指組織針對周遭環境之偵測及獲取

資訊的行動。 

（二）解釋 (interpretation)：係屬資訊意義賦予階段，其依前階段所得之理解，加

以解釋、說明及發展相關概念。 

（三）學習 (learning)：包括學習有關於組織行動及環境變化間關係的知識，與基

於這些知識所採取的行動及策略。 

Huber (1991) 所建構組織學習過程之程序系統如下： 

（一）知識獲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指藉由不同方法及管道來獲取知識的過程 

（二）資訊傳播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指分享不同來源之資訊並藉此獲得新資

訊及瞭解資訊的過程。 

（三）資訊詮釋 (information interpretation)：賦予被傳播資訊的共同定義與瞭解，

並發展共享的概念性架構。 

（四）組織記憶 (information memory)：將知識儲存，並供未來之使用。 

Cossan, Lance 與 White (1999) 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定義為： 

（一）直覺 (intuiting)：指延續個人經驗的認知型態，其會影響個人直觀的行為。 

（二）解釋 (interpreting)：指個人對自己與他人的觀點，經由文字、語言或行動來

傳達。 

（三）整合 (integrating)：個體和組織的共同調整過程，經由分享和理解的過程，

從原先非正式的朝向可制度化。 

（四）制度化 (institutionalizing)：是一種確保例行性行動產生的程序，定義並詳細

描述行動，以確保特定行動的產生；制度化是將個人和群體學習融合在組織

中，包括系統、結構、程序與策略等。 

洪啟昌（2005）則將組織學習的過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直接觀察：延續個人過去經驗的認知預先型態與可能性。 

（二）認知解釋：對自己和他人的觀點經由文字、行動、支持系統來傳達，從非語

言發展為語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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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調整合：是屬個體和組織共同行動的調整過程，是一種分享與理解的過

程，從非正式一再協商而制度化。 

（四）制度化回饋：是一種確保例行性行動而產生的程序，定義工作、詳細描述組

織學習行動，以確保學習行動的產生，此可將個人與群體學習融合在組織過

程之中，並經由意見回饋來修正學習程序。 

由上可知，對於組織學習過程的界定，其程序界分雖有所差異，然所圍繞的觀點，

大致包含「知識流程」與「策略形成」兩者；知識流程包含知識的獲取、傳播、分享、

解釋、儲存等，強調的是知識系統的整合，在策略形成方面，則包含察覺、思考、協調、

整合、制度化等，強調組織學習係由個體、團體、組織整體所連結而成的系統。 

綜合上述觀點，本研究歸納組織學習的過程為以下步驟： 

（一）察覺問題：起源來自於現況與期望的落差，從中得到問題的資訊。 

（二）分析解釋：依據個體與組織認知，分析問題的各因素，並進一步定義問題與

解釋問題。 

（三）策略形成：藉由資訊的傳播、分享，協調並整合個體及組織的知識系統，進

而發展成可行策略。 

（四）實際運用：執行所發展的策略，並透過檢視、協商、修正的過程，調整策略

的行動。 

（五）正式化及回饋：界定共同性行動，使其正式融入組織例行性程序，並依前述

步驟持續的進行，產生回饋的系統。 

二、組織學習的層級 

    Huber (1991) 認為組織學習即組織中個人、團隊、部門等各個階層，獲得工作知能

的過程。Willard 從領導者、組織成員、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組織溝通等面向進行探

討，將組織學習區分為領導、文化、能力、結果及管理五個層級（引自王世璋，2006）。

以下茲列舉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如下： 

Marsick 與 Watkins (1993) 認為組織學習發生在個人、團隊、組織與社會等四個相

互依存的層級上： 

（一）個人學習 

首先要透過個人學習的層級來進行，為了促進組織中個人的學習，必須創造學習的

機會並增進個別成員間的交流與對話。 

（二）團隊學習 

    團隊學習是從個人學習轉化到組織學習的關鍵，藉由團隊的學習，促進成員間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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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塑共同學習的組織文化。 

（三）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的層級係包含個人與團隊的組織整體學習，其整合組織成員的經驗與行

動，成為集體的動力，建立獲取與分享的學習系統以促使組織成員及團隊朝共同目標邁

進。 

（四）社會學習 

    任何組織的存在與運作，必定無法切割與外在環境的連結，固組織整體的學習應置

於整體社會脈絡之下，建立開放、多元且具社會互動性的學習環境與對話空間。 

  Dixon (1995) 則將組織學習分為私人意義、可及性意義、集體性意義等三個型態： 

（一）私人意義 (private meaning) 

組織中的成員，均有其屬於個人建構的專業知識或實務經驗意義結構，若無適當的

管道或機會，他人是無法取得的，此即私人意義的學習。促使成員保留其所建構的意義

結構的原因可能很多，諸如個人隱私考量、資訊來源無法透露、維持自我競爭優勢、無

適當管道等，然組織成員傳達愈多的私人意義結構，則組織的學習也會愈多。 

（二）可及性意義 (accessible meaning) 

    此層級係指成員願意與他人分享的意義結構。其最常存在的場域，是在一些組織內

的非正式場合，而透過這些非正式場合的討論，可使個體的觀念透過他人的思考得到某

種程度的驗證，形成一種交流學習。 

（三）集體性意義 (collective meaning) 

    集體性意義學習乃為組織成員所共同持有的一種學習，它是一種規範、策略及假

定，用以明確指引如果完成工作，或說明工作重要性等。此種意義的結構是屬於組織整

體的，一旦形成就不易改變，而成為組織所有成員共享的知識與價值，並引領組織的學

習。 

Miner 與 Mezias (1996) 認為組織學習的層級可分為下列四種： 

（一）個人學習：包括取得新技能、規範與價值觀，而經驗會影響個人對經驗的採行，

個人詮釋也會影響成員的學習。 

（二）團體學習：指績效回饋、共同瞭解及學習行為等。 

（三）組織學習：包括組織瞭解的期望水準，在組織內或組織間移植與學習組織用的資

訊處理。 

（四）組織群體學習：包括了分享共同經驗、控制學習時間和速度、制訂標準及各種不

同規則互相模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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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華（2003）提出組織學習包括了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及組織學習三個層次： 

（一）個人學習：組織學習的基礎，組織應創造個人主動學習的能力，並將其轉化分享

給團隊式組織，促使成為組織的記憶。 

（二）團隊學習：團隊學習具有連結個人學習與組織需求的功能，並使個人學習轉化為

組織學習。 

（三）組織學習：組織學習係透過個人學習與團隊學習而達成。 

魏惠娟（2002）指出組織學習的層次，可依據能力建立、持續發展與改變，分為個

人學習、適應性學習、創新性學習及創造性學習等四個層次，如圖 2-1 所示： 

 

 

 

 

 

    

    

 

 

 

 

  

 

 

圖 2-1  組織學習的層次 

資源來源：魏惠娟，2002，頁 32。 

 

另外，Senge 提出的五項修練學習的策略中，可發現組織學習涉及分三個層級，其

中「系統思考」、「改善心智模式」、「自我超越」是屬於組織中的個人學習，而「團隊學

習」與「共同願景」則分屬於團隊與組織層級的學習（引自洪啟昌，2005）。 

由上述可知，組織學習可區分為個人學習、團隊學習與組織學習三個層次。以下就

個人、團隊與組織學習的關係，進一步分析討論之： 

Ⅰ、個人學習

Ⅱ、適應性學習 

Ⅲ、創新性學習 

Ⅳ、創造性學習 

組織個人的學習活

動，如進修、自我

成長、進修計畫(與

組織無關) 

組織要求成員

參與的訓練、研

習（維持而無發

展） 

規劃各種全面

學習活動以發

展成員能力 

學習型組織的學習

文化之發展（揉合

五項修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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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 

    成員個人是組織組成的基本要素，因此，組織學習必須透過成員個人的學習方能達

成。組織學習的核心在於成員身上而非組織體系本身，因為是個人而非組織在進行學習

及創造知識（林英峰，2000）。然對組織學習而言，個人學習是一種必要而非充分的條

件 (Swerning & Wierdsma, 1992) ，因為個人的意志並無法貫徹於組織之中每一個成

員，是故，組織應鼓勵個人學習並建制適當的轉化機制，將個人學習所得分享給團隊或

組織，促使這些個人知識與經驗轉化為組織記憶。 

（二）團隊學習是個人與組織學習的媒介 

    團隊學習是組織學習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個人學習轉化成為組織學習的中介過程。

團隊是由一群具不同特質、專長且擁有共同目標或任務的個人所組成的群體，其為了達

成目標與任務，必須透過合作、交流與學習，並凝聚共識轉為行動，進而將團對所發展

出來的技巧或策略向其他團隊分享與推廣（洪啟昌，2005）。因此，團隊學習具有連結

個人學習與組織需求的功能，並使個人學習轉化為組織學習。 

（三）組織學習是組織共同學習的模式 

    組織學習以個人及團隊學習為基本要素。Kim (1994) 以「組織記憶」的概念加以說

明，其指出組織記憶包含制度、文化、知識等，它會影響組織中資訊的流動及知識的理

解，因此，組織記憶可協助個人與團隊在處理問題時，有參考的依據。個人與團隊的學

習會受到組織的影響，而個人與團隊的學習結果，亦會更新組織的記憶與知識，是故組

織學習可視為組織中各要素及系統共同學習的模式，集合個人、團隊而成為一個整體的

學習單位。 

三、組織學習的類型 

    組織學習的類型，因不同的學習階段與內容，有著不同的區分，有下就以學者所提

出的觀點說明之： 

    Argyris 與 Schon (1978) 以組織學習是以是否涉及改變現在價值觀與規範，將其劃

分為二個層次，分別為「單環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 與「雙環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Swieringa 與 Wierdsma (1992) 更進一步提出「單環學習」、「雙環學習」、「再

學習」 (deutero learning) 的關係，而「再學習」係針對前兩者的學習類型加以批判分析

而改善之。三者學習類型之內涵如下： 

（一）單環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 

單環學習強調在既定的組織目標、制度、政策下，整合行動與結果間的關係，並連

結手段與目標間的關係，進而檢視組織的整體環境以發現錯誤及需求。此學習類型強調



 20

的是手段方法的調整，目的是利用例行性的學習來完成組織目標、解決問題，係屬組織

內部調適的過程。 

（二）雙環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 

    雙環學習強調在組織意圖下重新修正目標、制度、政策，設法找出問題原委並發展

可行之具體作為及策略，除重視內部環境適應外，更需要進一步針對組織現有的規範、

標準、價值進行診斷與改革，目的在提升組織外在的適應能力。此學習類型質疑、挑戰

並重建既有的觀點，從改變組織的文化著手，以促成組織徹底的變革。 

（三）再學習 (deutero learning) 

    當組織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到失敗的教訓後，便會尋找正確的學習方式，即所謂的「再

學習」，其主要是提升學習的有效性，學習的基礎建立在前述兩個類型的學習成果上，

亦可說是持續性的單環學習或雙環學習。 

Hedberg 以「連續性」的學習改變程度來劃分組織學習的類型，其可分為下列三種

型態（引自高淑慧，1995）： 

（一）調整學習 (adjustment learning)：不改變認知的觀念，以現行的行為模式掌握外部

的改變。 

（二）轉換學習 (turnover learning)：將現行的行為模式重新組織與改變。 

（三）改變學習 (turnaround learning)：兼具行為模式與認知程序的改變。 

    Meyers (1990) 以「技術的生命週期之階段」觀點切入，將組織學習的類型分為「線

性學習」與「非線性學習」，並視組織所處的技術生命週期，提出創造性學習、適應性

學習、維持性學習、變遷性學習等四個型態的組織學習類別： 

（一）創造性學習 (creative learning)：對問題的定義及行動的建議，係屬創新期的學習

型態。 

（二）適應性學習 (adaptive learning)：建立各種程序、角色、法則，以塑造組織運作系

統，係屬成長期的學習型態。 

（三）維持性學習 (maintenance learning)：以過去的經驗或修正既有的系統來提升效率，

係屬成熟期的學習型態。 

（四）變遷性學習 (transition learning)：重視如何解釋及認知外界環境的訊息，組織正

處於學習模式變遷階段，沒有可依循的標準，係屬於衰退期的學習型態。 

    McGill, Slocum 與  Lei (1992) 將組織學習的類型區分為適應性學習  (adaptive 

learning) 與創造性學習 (generative learning) ，前者以維持組織成員現有技能與增強解

決現有問題能力為主，後者以培養組織成員判斷問題之能力以適應未來之能力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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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s 將組織學習區分為（引自劉姵君，2005）：  

（一）低階學習 

意指在既定的目標下，嘗試各種可能達成目標的方法，並在不斷嘗試、錯誤與修正

中，找出達成既定目標最有效的方法。 

（二）高階學習 

    意指學習的內容涉及新的方法與知識，需調整組織整體的基本信念、規範及價值

觀，並對環境不斷的偵測、目標的制定與修正、達成目標的可能方法之掌握。 

Yeung 等採用競途徑將組織學習分成兩個向度（學習來源、學習方向）與四種類型，

其各類型的主要特徵為（劉復苓譯，2001）： 

（一）實驗學習：透過開發新產品以不斷產生新的創意，從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二）不斷改良：依照規劃、行動、檢視與改良的循環，持續修正以達成學習的效果。 

（三）標竿學習：藉由瞭解並分析別人的管理模式與最佳案例進行學習，注重組織外在

的知識導入。 

（四）提升能力：借助新知識、新技術的吸收來達成學習的目的。 

    余朝權（2006）則將依目的及成效將組織學習區分為： 

（一）發展能力 (competence)：意指組織內的團隊和個人發展出新能力，組織在經營策

略上強調對於學習的執著，並且不斷地尋找新的工作方式。 

（二）實驗 (experimentation)：意指組織不斷地嘗試新觀念，企圖成為市場上新產品或

新製品的創造者。 

（三）持續改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意指組織戮力於精熟各項作業程度，成為全

市場公認的技術領導者。 

（四）跨界學習 (boundary spanning)：意指組織持續觀察競爭對守的長處，並建立標竿

或直接派員去成功的企業學習取經。 

    綜合學者對組織學習的類別探討，雖然類別名稱與標準有所不同，但其內涵仍不脫

離「單環學習」、「雙環學習」、「再學習」的概念。研究者認為組織學習的類別區分，有

其組織發展階段及任務取向，包含以維持現狀的適應性學習及突破現狀的創新性學習，

並透過持續的檢視與修正，形塑一個不斷循環的學習歷程。 

參、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 

組織學習的推動過程，必須考慮到組織內、外部環境的相關因素。魏惠娟、林怡禮

（2006）指出，資源、領導、結構與規模是影響組織學習的重要因素；如何掌握相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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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促進組織學習，以下列舉學者說法說明之： 

    Garvin (1993) 提出組織學習必須熟悉以下活動： 

（一）運用系統觀點解決問題 

組織須利用科學的方法收集數據，系統地分析問題，掌握不同因素間的關聯，並找

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時要求成員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巧，並養成良好的思維方式，避

免簡單隨意的反應。 

（二）嘗試創新的試驗 

試驗與解決問題是互補的學習方式，解決問題主要事應付當前的困境，試驗則是為

因應將來之需要，其中依試驗的性質，又可分為持續性試驗與示範性試驗兩種。 

（三）從經驗中學習 

係最經濟有效的學習方式，即審視組織過去的成敗得失，系統客觀地做出評價，促

使成員澄清有價值的失敗(productive failure) 和無意義的成功 (unproductive success) 之

不同，體會從過去經驗中學習的價值。 

（四）典範學習 

組織不能局限於自身的學習，組織外部有更多的知識技能值得學習，透過典範的學

習，不但可以借取成功經驗，更可對組織的發展有創新的啟發。 

（五）有效的傳承於組織內部 

組織學習非僅限於某些部門或個人，需要求組織全體共同行動，促進知識與技能在

組織內順暢的流通與傳播。 

Redding 則歸納下列七項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引自蔡志隆，2005）： 

（一）願景與策略 (vision and strategy) 

    願景及策略可促使成員共識的產生，並將此能量擴散到組織的全面活動。 

（二）文化與氣候 (culture and atmosphere) 

    組織塑造鼓勵與支持成員學習的文化與氣氛，使成員能將組織資源運用於工作及知

識上，使全體組織成員共享。 

（三）組織結構 (structure) 

    組織結構會隨著組織策略及環境而改變，學習型的組織，其結構趨於扁平化，具敏

捷行動力，能將組織效能有效的發揮。 

（四）回饋與支持系統 (the system of feedback and sup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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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成員的創見給予獎勵，並形成一套訓練發展與績效目標的回饋機制，以強化學

習效果，促進組織學習。 

（五）分權式策略規劃 (distinguishable strategy) 

    使員工有潛能發揮的機會，促進組織發展。 

（六）溝通與資訊系統 (communica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組織建立系統性的溝通系統，運用資訊科技與成員分享，將有利於組織的發展。 

（七）科技系統 (technologic system) 

    善用科技與技術，使學習達事半功倍之效。 

Popper 與 Lipshitz (2000) 認為影響組織學習的因素如下： 

（一）不確定的環境 

    組織在面對快速變遷及競爭激列的環境，必須依賴自我的學習能力方能求生存，是

以在不確定的環境中，可以檢視出組織的學習能力。 

（二）關鍵性的錯誤 

    在不確定環境中，當關鍵性錯誤的發生，將使組織付出高度的代價，故能對組織成

員有所警惕而促進學習的意願。 

（三）成員的專業性 

    專業的要求，需組織成員在既有的水準上不斷的持續發展，成員如具專業的水準，

可成為組織學習的助力，尤其專業化的承諾，可以提升組織學習中個人學習的意願。 

（四）組織的領導風格 

    領導者是具深切影響力的，透過系統的安排，領導者可以形塑一種結構化的組織學

習文化，是決定組織成員學習的關鍵動力。 

吳清山（2007）分析推動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其可分為個人因素、結構因素、文

化因素、制度因素等四個層面： 

（一）個人因素 

    組織係由個人所組成，組織學習則需以個人學習為基礎，受限於個人的性格、年齡、

需求與教育程度不同，將影響其參與組織學習的意願及行為表現。 

（二）結構因素 

    組織結構是組織運作的骨幹，任何一個組織都會設置各種單位，以推動各項業務；

倘若組織結構趨於僵化而缺乏彈性，均不利於組織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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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因素 

    組織均有其獨特的文化，其代表某種價值、信念與規範，可反應出組織的特性及目

標的優先次序；組織文化的積極開放或平庸封閉，將影響組織學習的推動成效。 

（四）制度因素 

    組織為規範成員的行為與提供組織運作的準則，乃建立各種典章制度，以利組織有

效運作；組織的制度需符應需求以作調整，如人事規定、獎勵措施及溝通機制等，方能

有效推動組織學習。 

    林保良（2004）則歸納組織學習的障礙因素為：（一）片段思考的障礙；（二）心智

模式僵化的障礙；（三）缺乏變革共識的障礙；（四）組織記憶失能的障礙；（五）領導

者迷失的障礙；（六）對話與溝通失調的障礙；（七）組織科層體制的障礙；（八）認知

與行動的落差。 

肆、組織學習的測量 

關於組織學習的建構與測量，一般可區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團體導向 (team 

orientation)、學習導向 (learning orientation)、記憶導向 (memory orientation)、與系統導

向 (system orientation)。團體導向係指在決策與執行過程中，跨部門的合作行為；學習

導向重視的是組織學習的價值；記憶導向重視知識的溝通與傳播；系統導向則以組織為

出發點來探討事物全貌（引自洪啟昌，2005）。以下就國內外研究者所建構的組織學習

量表說明之： 

Senge (1990) 的觀點，其提出五項學習修練的原則，分別為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改善心智模式 (improving mental models)、建立共同願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團隊學習 (team learning) 與系統思考 (system thinking)。 

Wick 與 Leon (1995) 建構學習要素量表，其量表包含五個向度，分別為定義願景 

(defined vision) 、 行 動 計 畫 的 衡 量 (action plan measurement) 、 資 訊 分 享  (sharing 

information)、創造性 (inventiveness)與執行能力 (implementation ability)。 

Jerez-Gomez, Cespedes-Lorente 與  Valle-Cabrera (2005) 建構的組織學習能力量

表，此量表所建構的四個層面分別為組織管理承諾、系統觀點、開放與經驗化程度、知

識移轉與涉入程度等來衡量組織學習。 

張奕華（1997）以台灣地區九個縣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的組織學習量表，將組織學習分為系統性思考、全

面品質管理、團隊學習觀念、應用資訊科技等四個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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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穗儀（1999）以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的公立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

象，進行「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織學習量表，其

包含系統思考、暢通溝通管道、建立共同願景、團隊學習、運用教學資訊科技等六個層

面。 

江志正（2000）以台灣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團體動力、組織

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織學習問卷，將組織學習分為

資訊蒐集、系統思考、團隊學習、創意精進四個層面。 

余錦漳（2001）以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三縣市的公立國小教師為取樣對象，進

行「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因素研究」，並發展出國民小學組織學習

量表，將組織學習分為資訊蒐集、深度匯談、科技運用、團隊學習、創意精進等五個層

面。 

李瑞娥（2004）以台灣省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學校終身學習

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編製組

織學習量表，將組織學習分為個人學習、共享資訊價值、團隊合作與深度對話四個層面。 

洪啟昌（2005）以教育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進行「教育行政機關組織文化、知識

管理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究」，並編製組織學習量表，將組織學習分為自我超越、系統

整合、提升知能與改革創新等四個層面。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所編製「國民小學學校狀況調查問卷」，

將組織學習分為資訊共享、系統思考、團隊學習、溝通對話與科技運用進行測量。 

    不同的研究者對於組織學習的測量層面有不同的界分，茲整理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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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組織學習的層面統計表 

   層面 

 

 

 
研究者 

共
同
願
景 

系
統
思
考 

個
人
︵
自
我
︶
學
習 

團
隊
學
習
與
合
作 

科
技
運
用 

資
訊
蒐
集
與
共
享 

溝
通
管
道 

深
度
對
話 

創
意
精
進 

品
質
管
理 

學
習
支
持 

張奕華 

（1997） 
          

 

白穗儀 

（1999） 
          

 

李佳霓 

（1999） 
           

江志正 

（2000） 
          

 

余錦漳 

（2001） 
          

 

黃權松 

（2002） 
          

 

李瑞娥 

（2004） 
          

 

劉玉珍 

（2005） 
          

 

王世璋 

（2006） 
          

 

合計 

次數 
2 6 3 9 5 5 3 2 3 1 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國內對於學校組織學習的測量，以團隊學習合作、系統思考、科技運用、

資訊蒐集與共享、溝通管道、深度對話、個人學習、創意精進等層面使用較為普遍；研

究者據此發現與相關文獻理論，將組織學習分為「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

與「溝通對話」等四個層面，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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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思考 

    係指透過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思維，規劃各項學校事務與計畫願景，建立有效且周延

的運作及發展模式。 

二、資訊蒐集 

    係指學校成員能依教學實務或專業發展之需求，有效的蒐集資訊與吸取知識。 

三、團隊學習 

    係指學校成員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結合，透過合作與分工的方式進行學習。 

四、溝通對話 

    係指學校成員能有效的進行溝通，促進資訊、知識與經驗的交流及分享。 

伍、學校組織學習的相關研究 

近年來我國國民小學階段推行諸多革新政策，如九年一貫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等，致使學校本身需突破舊有的學習模式，方能達成教育革新的目標，因此，組織學習

即成為學校組織變革與發展的重要策略。吳三靈（2004）提出，學校欲有效的進行組織

學習，需具備明確的目標、健全的推動組織、可行的策略及靈活的運用方法等條件，因

此，學校如何有效推動組織學習及其成效為何，係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以下就國內外

關於學校組織學習之研究分述說明之： 

Leithwood (1995) 以訪問調查的方式，探討學校在面對中央教育政策改革時的因應

態度，結果發現，學校所在地區對學校的組織學習有相當的影響力；另外，學校要推動

組織學習，必須先具有一致性的目標，也就是組織內要先達成共識，才有推動教育改革

的可能。 

    Wohlstetter, Van Kirk, Robertson 與 Mohrman (1997) 以成功的學校本位經營為主題

進行研究，其研究發現：（一）主動進行再建構的學校，較有助於組織學習及完整的學

習過程；（二）實施組織學習的學校，能直接與間接地接受較多的革新性教學方法；（三）

有目標的對話、從經驗中學習、成員間的強烈連結、自我精進與成員的參與等要素，皆

會使組織成員能慮及內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加以改變，使組織更能達成任務與使命。 

    Scribner, Cockrell, Cockrell 與 Valentine (1999) 以創造學校專業社群為主題進行研

究，其研究指出：以組織學習來建立學校專業社群的過程中，校長的領導型態、學校創

校歷史、教師工作團隊等，是影響學校專業社群建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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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奕華（1997）以台灣省九個縣市的現職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之現況尚可；（二）

國民小學組織具有學習型組織之條件，其在系統性思考層面頗佳，惟在應用資訊科技層

面仍須加強；（三）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會因教師人口變項與學校情境變項的

不同而有差異；（四）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密切關係，即組織學習愈好，學校效能也

愈佳；（五）所有學校效能的預測變項中，以系統性思考最具有預測力，其次為團隊學

習觀念、全面品質管理、服務年資、學校地區。 

江志正（2000）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團體動力、

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和組織學習間具有密切關係；（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和學校發展策略間具有密切關

係；（三）組織學習較佳的學校會有較高的學校效能；（四）不同背景的國民小學在團體

動力、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上有不同的狀況。 

余錦漳（2001）以高高屏三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

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因素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教

師專業成長的情況，大致良好；（二）學校的組織學習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則學校組織學習也愈佳；（三）男性教師、資深教師、及未兼

行政工作之科任教師，在組織學習的現況較好；（四）規模中型之學校、創校在十年以

下之學校、都會地區學校、及參與九年一貫課程試辦之學校，其組織學習的現況較好；

（五）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及組織學習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預測作用中，以組

織學習最具預測力。 

    魏惠娟、林怡禮、潘慧玲、張明輝、陳嘉彌（2003）針對台灣地區 37 所國中、51

所國小進行「驅動學校組織學習的因素分析研究」，其發現：（一）單靠外在環境的刺激，

並不足以使組織產生持續的學習；（二）環境中的政策因素促進了學校組織學習；（三）

學校內部是促動組織學習與改變的最關鍵因素；（四）校長是啟動學校組織學習最有影

響力人物。 

李瑞娥（2004）以台灣省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學校終身學習

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其研究

指出：（一）目前國小以任務導向最能呈現終身學習文化效果；以共享資訊價值最能呈

現組織學習效果；（二）學校終身學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有因果關係；

（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而且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

交互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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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隆（2005）以雲林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雲林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

組織氣氛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現階段雲林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屬「高程度」，

其中以「組織學習方法與創新」的知覺得分最高，以「團隊學習與深度匯談」的知覺得

分最低；（二）不同的教師年齡、學校規模及學校位置在雲林縣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的知

覺有顯著差異；（三）雲林縣國民小學的組織學習與校長的支持行為、教師的同僚行為、

教師的親和行為及教師開放度呈現中度正相關，與校長的監督行為及校長開放度呈低度

正相關；與教師的疏離行為呈現低度負相關。 

簡嘉瑩（2006）以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特殊教育學校組織學習與

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調查結果顯示，教師所知覺特殊教育學校組

織學習，屬於高等程度，最佳的向度是「運用資訊科技」，待加強的向度則是「暢通溝

通管道」；（二）不同學校類別與學校規模，對學校組織學習有顯著影響；（三）教師年

齡、教育背景、服務年資及擔任職務具有顯著差異，而教師性別則無顯著差異。  

    吳昌期（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校長變革領

導、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目前台灣地區國民小學組織

學習屬於「中高」程度；（二）組織學習的現況，受到學校所在地、規模的影響；（三）

女性校長比男性校長更重視團隊學習；（四）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對學校組織學習的知

覺有差異；（五）國民小學校長變革領導、組織學習對組織文化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國小在學校組織學習各

層面，以「科技運用」最高，而「資訊共享」最低；（二）不同性別之國小教師，所知

覺的學校組織學習無差異；（三）年資 25 年以上與 50 歲以上之國小教師，所知覺學校

組織學習較高；（四）擔任主任或組長之國小教師，所知覺學校組織學習較高；（五）不

同學歷之國小教師，所知覺的學校組織學習無差異；（六）鄉鎮地區的國小之學校組織

學習高於都市地區的國小。 

張嘉原（2008）以台北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健康、

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臺北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

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感之現況屬中等程度，仍有相當進步空間；（二）

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學習與教師效能感之間彼此關係密切；（三）國民小

學學校組織健康與學校組織學習對整體教師效能感有顯著聯合預測力。 

    組織學習已成為學校組織發展的重要策略之一，在相關的研究數量上累積頗為迅

速，以下就不同研究者之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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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學校組織學習相關研究整理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白穗儀 

（1998）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

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有密切關

係存在，即組織學習愈好，教師專業成長情

形也愈佳。 

李佳霓 

（1999）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教

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因組織背景變項的不同而

有知覺上的差異。 

張昭仁 

（2001） 

國小校長轉型領導、互

易領導與學校組織學習

能力關係之研究 

1.校長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學校組織學習能

力之間有典型相關。 

2.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學習能力，最高為「回饋

與績效」，其次依序為「教師專業知識與技

能」、「教師分享承諾」、「教師共同合作」、「學

校領導支持」、「學校結構」。 

陳慶安 

（2001） 

高職工業類科學校組織

學習能力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學校組織學習能力與學校效能呈正相關。 

2.學校組織學習能力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黃權松 

（2002）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教師

專業成長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1.學校的組織學習情形與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有典型相關存在。 

2.學校班級數特別多，與特別少，學校在城市

地區的教師，其感受組織學習的情形較佳。 

彭佳儀 

（2002） 

學校組織學習機制對學

校學習表現與學校效能

的影響 

1.學校組織的網路連結愈是密切，學校整體學

習表現與學校效能愈好。 

2.學校組織對成員提供之講習與訓練，僅能提

升成員個人之工作滿足與工作之認同感，對

學校整體學習表現並沒有影響。 

楊玉蘭 

（2003） 

國民中學推展組織學習

活動之個案研究 

1.個案學校推展組織學習活動有助於建構學

習型組織。 

2.個案學校推展組織學習活動可以提昇學校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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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吳建華 

（2003） 

國民小學推動組織學習

之個案研究：以九年一

貫課程實施為例 

1.交互使用「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領

導模式是較佳的組織學習推動策略。 

2.團隊運作是啟動學校組織學習的關鍵。 

林保良 

（2004） 

學校組織學習障礙及其

因應策略之研究 

1.組織學習有助於教師的專業發展。 

2.學校組織學習的障礙取向以片段思考的障

礙程度最高。 

鄭金治 

（2004）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運作

實際之研究－以校長觀

點為例 

1.建立明確可信與流暢的實踐歷程，可以引發

學校組織學習的能量。 

2.學校組織學習的策略，焦點放在教師團隊學

習能力的提昇。 

劉玉珍 

（2005） 

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

師效能感關係之研究 

1.規模 12 班以下、位處都會地區（含院轄市、

縣轄市）、建校 10 年以下的學校，比較有利於

推展學校組織學習。 

2.學校的組織學習情況愈好，則教師效能感的

情況也愈佳。 

陳欣華 

（2006） 

影響學校組織學習歷程

因素之個案研究 

1.面對面的互動溝通與經常性的聚會是影響

學校組織學習的組織文化因素。 

2.教學自主的授權、學習機會的提供確實是影

響教師學習的環境影響因素。 

楊瑞麟 

（2006） 

國小教師組織學習與教

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1.國民小學教師的整體的學習情況不佳，在各

層面中以「集體單循環學習」表現較好，而以

「個體再學習」表現最差。 

2.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因教師背景變項而有差

異，其中級任教師的整體組織學習情況優於教

師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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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羅國誠 

（2006） 

台北縣立國民中學組織

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關係之研究 

1.國民中學組織學習會因教師背景變項而有

差異。年輕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其在組

織學習的知覺情形較佳。 

2.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有

密切關係存在，即組織學習愈好，教師組織公

民行為也愈佳。 

黃昱瑋 

（2006） 

雲林縣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與組織學習關係之研

究 

國小教師在組織學習分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

知覺會因服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的不

同而有所差異；但不會因性別、學歷、擔任職

務、創校歷史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楊智雄 

（2007） 

國民小學校長授能領導

與組織學習之研究 

1.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及

教師職務會影響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之知覺。

2.校長授能領導與組織學習歷程及組織學習

結果均有顯著相關，校長授能領導愈好，組織

學習歷程及組織學習結果愈佳。 

吳采穎 

（2008） 

桃園縣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

究 

1.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正相關存

在。 

2.教師對組織學習各層面或整體層面上的知

覺會因擔任職務、學校地區及創校歷史的不同

有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前述可知，國內針對學校組織學習的研究，在近來年有逐漸增加之趨勢，研究者

總結各相關研究發現如下： 

一、就研究方法而言 

    國內有關學校組織學習的研究，除部份以個案或質性方法進行外，多數文獻分析及

問卷調查為主，可見在研究方法上，量化的取向在使用上較為普遍。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研究對象以國民小學教師為最多數，國民中學教師居次，少數以大專院校及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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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對象，亦有以教育行政機關為對象者。 

三、就研究變項而言 

    多數研究以「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進行組織學習之探析，如：性別、

年齡、年資、職務、學歷、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學校類型等，並且在研究結果上有所

不同。 

四、就研究主題而言 

    除部份以個案研究、指標或相關因素為主題外，多數研究在探討組織學習與其他相

關領域間的關係，如學效效能、教師效能、教學效能、校長領導、教師專業發展、組織

文化、組織創新、組織公民行為等。 

 

第二節  組織創新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現代組織面對日趨劇烈的環境變化，只有不斷創新才能維持競爭力。學校係屬養護

型的非營利組織，與一般企業以營利目的為主的組織目標有所差異，然績效的維持與提

升，卻是各類組織的共通任務。面臨社會持續不斷的改革期待，學校應突破傳統觀念與

作為，轉化與精進學校行政、課程、教學、環境，以提升教育品質（湯志民，2006）。

運用創新的理念及作法來轉化精進學校的經營運作，已成為學校革新中不可抵擋的趨

勢，亦是諸多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吳清山與林天祐（2003）認為學校的創新經營，係

指在學校環境場域中，採用創意點子，並將其轉化至學校的服務、產生或工作方法的過

程，以發展學校特色，提升學校效能與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湯志民（2006）則指出，學

校組織創新的方式包括觀念創新、行政創新、課程創新、教學創新、文化創新、活動創

新、環境創新與特色創新等。為進一步瞭解組織創新的內容及重要性，本節將分別就組

織創新的內涵、組織創新的研究取向、組織創新的類型、組織創新的影響因素、組織創

新的測量與相關研究等部分進行探討、歸納及總結分析。 

壹、組織創新的內涵 

    在探討組織創新內涵之前，應對「創新」的概念有所瞭解。「創新」於文獻中最早

是由 Schumpeter 於 1942 年所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所提出，其認

為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環境，發展到一定的程度後將會停滯，而企業家的創新能力，將是

帶領組織突破瓶頸的關鍵（高希鈞，1985）。Drucker (1985) 則認為，創新係系統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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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與組織性的尋求改變，而創新活動本身即創造了資源。Amabile (1996) 認為創新

的觀念與物品需具有新奇與獨特的特質，且為正確的、有價值的、實用的、適切的。教

育部於 2002 年提出的《創造力教育白皮書》中闡述，創新能力包含了創造、創新機制

及創業精神，而其產生的具體成果即為創新的表現。 

    在知識遽增與市場競爭的環境中，創新是促使組織更具競爭力的策略選擇(Fco, 

Moreno, & Morales, 2005)，其並非將舊有的事情做的更好，而是將現有的事情做的更新

穎、更簡化且更有效率。組織面對生存與競爭的壓力，需藉由創新的概念來引領組織的

變革與發展，Damanpour 與 Wischnevsky (2006) 指出，組織的創新始於新知識的覺察，

並透過共識與策略的形成而付諸行動，同時藉由行動實行與修正，形成一個持續且具循

環的動態過程。對於組織創新的內涵，不同的學者因其研究目的與取向的差異，而有所

分歧；一般而言，組織創新的概念發展可歸納為產品觀點、過程觀點、雙重觀點及多元

觀點等四種（莊立民，2002；秦夢群、濮世緯，2007；Burgess, 1989; Dougherty & Bowman, 

1995; Kanter, 1988; Lumpkin & Dess, 1996），說明如下： 

一、產品觀點：以具體的「產品」來界定組織創新，其主張組織創新是指組織生產或設

計新產品。 

二、過程觀點：主張組織創新是一種過程，其包含新的構想、程序、產品或服務的產生、

接受與執行。  

三、雙重觀點：不以單一角度界定組織創新，而採「產品」與「過程」的雙元觀點探討

組織的創新。 

四、多元觀點：以多元的角度探討組織創新的概念，認為組織創新是解決組織問題的複

雜過程，其涉及了產品設計、部門協調、組織的支援與結構、策略等的配合。 

   由上述可知，各學者從不同的角度出發，對於組織創新的內涵存有著不同的界定，

研究者將組織創新的定義整理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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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組織創新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年代 定義 

Damanpour 1991 
組織創新可為一種新的產品、技術、服務、管

理系統或組織計畫。 

Nonaka 與 

Takeuchi 
1995 

組織創新是透過知識螺旋的運作，透過組織內

隱知識與外顯知識互動所獲得的結果。 

Hodge, Anthon 與 

Gales 
1996 

組織創新是有計畫的改變組織系統、輸入與輸

出的關係、技術或轉換的過程、組織結構或設

計、組織合作機制或人員角色、組織文化等各

層面的情境。 

Bharadwaj 2000 
組織創新即組織透過建立正確的方法、工具及

提供資源，鼓勵組織中創新的行為。 

Robbins 2001 
組織創新是一種新奇的概念，可應用來啟動或

促進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以提升組織效能。 

簡文娟 1999 

組織創新包含了技術及管理的創新，只要能將

組織的創造力成功激發出來，透過創新廣度與

深度的展延，為組織帶來更多的效益與競爭力

者，均可視為組織創新。 

賴姿蓉 2000 

組織由內部或外部獲致的技術產品與管理措施

之革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了設備、技術、產

品、過程等技術創新，以及系統、策略、方案、

文化、意念與服務等管理創新。 

王世璋 2006 

組織為因應外在環境改變及內部需求，運用創

意思考、轉化為有用的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

以促進品質提升與改善的過程。 

張明輝 2006 

組織經由知識系統，系統化地採用其認為新的

觀念或行為，以局部或全面的方式，影響技術

與管理系統，來提升組織績效的過程。 

林煥民 2008 

組織創新即成員對於組織的正式系統、領導者

作風所產生的主觀知覺或作法，所形成的工作

態度、信念、動機、行為及價值觀，進而表達

組織整體之獨特風格及高度績效。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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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取多元觀點，認為組織創新係指組織透過理念、知識與技術的

取得，有系統的針對產品服務、環境設備、管理經營等方面所作的創新變革。 

貳、組織創新的研究取向 

    組織創新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構念，其內涵結合了組織理論與創新理論，並依不同

的研究對象與目地，發展出不同的研究取向。 

一、Damapour 的四種理論模式 

    Damapour 針對組織創新，提出四種理論模式（引自王世璋，2006；李瑞娥，2004；

林啟鵬，2003）： 

(一)雙核心模式 (dual-core model) 

    此模式將組織創新區分為管理創新與技術創新，而組織成員的專業性會影響管理創

新及技術創新；另外，組織的機械式結構適合於「管理創新」，而有機化結構適合於「技

術創新」。 

(二)雙邊俱利模式 (ambidextrous model) 

    此模式將組織創新區分為起始階段及執行階段，強調有機式組織有助於創新的起

始，而機械式組織則利於創新的執行。 

(三)雙核心及雙邊俱利模式 (dual and ambidextrous models) 

    此模式建立在技術創新的起始階段及管理創新的執行階段之區分，認為有機式組織

促進技術創新的起始階段，機械式組織有助於管理創新的執行階段，並強調有機式組織

有助於技術性創新的執行，而較不利於管理創新的起始。 

(四)躍進式創新模式 (radicalness of innovation) 

    此模式主張組織若能使「主控組織領域的結盟者之正向改變態度」及「集合專業主

義者」共同發揮作用，將能引發激進式的創新。 

    綜上所言，Damapour 的四種理論模式係依有機式組織及機械式組織的相對觀點，

探討組織在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兩層面的運作。 

二、Nonaka 與 Takeuchi 的觀點 

    Nonaka 與 Takeuchi (1995) 認為組織在創新的過程，必須先學習與吸收多方的知

識，並將知識加以整合以做為創新的基礎。其進一步提出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知識螺

旋等概念，建構完整的組織創新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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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 

    其主張知識可區分為隱性知識及顯性知識，而兩類知識是互為補充的實體；兩者會

透過組織成員或團體的創新互動而產生轉換的情形。其所謂的四種知識轉換方式分別

為：社會化（從個人的隱性知識至團體的隱性知識）、外部化（從隱性知識至顯性知識）、

組合（從分離的顯性知識至統整的顯性知識）與內化（從顯性知識至隱性知識）。 

（二）知識螺旋 

    Nonaka 與 Takeuchi 認為組織知識的創新是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持續互動的結果，

而知識螺旋係由四種知識轉換模式所建構而成，分別為社會化模式、外化模式、結合模

式與內化模式；組織知識的創新即是一種螺旋的過程，由個人層次開始，逐漸上生並擴

大互動範圍，包含團體、組織甚至組織外，其過程有社會化、外化、結合及內化的知識

整合活動。 

三、Wolfe (1994) 的三大研究取向 

    其在分析相關研究文獻後，將組織創新區分為三大研究取向： 

（一）創新的擴散研究取向 

    主要探討組織創新的潛在採用者採用的機率，以創新為主，焦點放在機率後續成長

模式來探討組織創新擴散假設模型與實際擴散情況。主要的資料蒐集方法為橫斷面問卷

調查。 

（二）組織創新性研究取向 

    將研究焦點置於探索影響組織創新性決定的因素，把組織創新當作主要的變項，並

以組織作為分析的單位。其主要的資料蒐集方法也是為橫斷面問卷調查。 

（三）歷程理論模式研究取向 

    主要在探討組織執行創行創新時的整個過程，以創新歷程為主，檢視創新在組織中

採用的歷程階段，包括創新如何 (how) 與為何 (why) 會出現、發展、成長與結束，同

時也關注於探究何種因素可能導致創新的執行。其資料蒐集的方法除透過問卷調查，亦

可能兼採深入訪談的方式進行研究。 

四、蔡啟通（1997）的四種研究模式 

    其將組織創新的研究區分為四種模式： 

（一）過程系統模式─將創新焦點放在投入（組織創新的前置變項）、過程（從投入到產

出的一系列事件）、產出（創新採用的數目及種類）。 

（二）創新採用比率模式─認為組織均有不同程度的創新；某個組織在產業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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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扮演著領導者角色，亦可能是仿效者的角色。 

（三）創新分類模式─將組織創新分為技術創新及管理創新。 

（四）依組織創新的性質，又可區分為例行性創新與非例行性創新，及計畫性創新與非

計畫性創新。 

綜上所言，組織創新的理論發展與研究取向，可歸納為以下三大取向： 

一、組織創新的歷程研究 

此研究模式以組織創新的歷程為焦點，包含創新的起始、發展、轉換與結果等。 

二、組織創新的影響因素研究 

此研究模式主要在探討組織創新的相關影響因素，包含促進因素、障礙因素與其他

中介因素等。 

三、組織創新的行為研究 

    此研究模式主要在探討組織創新的行為，例如技術、管理方面的創新，及計畫性與

非計畫性等創新行為，並據以將組織創新行為細分為各種不同的類別。 

參、組織創新的類型 

    組織創新的類別，因各學者的觀點與研究重點的差異，而有所不同。依據創新的類

型可將組織創新分類為： 

一、Knight 的分類（引自王世璋，2006）： 

（一）產品或服務的創新 

    指新產品或新服務的生產銷售與提供。 

（二）生產製程的創新 

    指組織的工作任務、決策與資訊系統的創新，或生產作業與技術上採用新方法與新

元素。 

（三）組織結構的創新 

    指組織中工作指派權責關係、溝通系統與獎賞制度的改變。 

（四）人員創新 

    指組織人員的改變或組織成員的行為與信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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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olt 的分類（引自李瑞娥，2004）： 

（一）技術創新 

    使用既有的新技術或創造新技術，其結果可能是產品創新或製程的創新。 

（二）管理創新 

    使用新的管理方法或系統。 

（三）社會或組織創新 

    採用新的組織架構，建立新的人際互動或合作的型態。 

（四）財務創新 

    應用新的財務處理方法或系統。 

（五）行銷創新 

    應用新的行銷手段、策略，與開始新的行銷通路等。 

三、Henderson 與 Clark (1990) 的分類 

（一）漸進式創新 

    針對現有的產品做部件做細微改變，強化並擴充現有產品設計的功能，而產 

品架構與部件之間的連結並未改變。 

（二）模組式創新 

    對現有產品的部件及核心設計理念做顛覆性的創新改變，但產品架構與部件 

之間的連結並未改變。 

（三）架構式創新 

    產品部件與核心設計基本上未改變，但產品的架構則重心建構，且為配合新的架

構，可能必須針對現有的成份、規格及功能強化，或對附屬產品設計作改變，但部件的

基本設計仍未變。 

（四）突破式創新 

    創造出新的核心設計理念，並為配合新核心理念而創造出新的部件與架構，此類型

會產生新設計主宰。 

四、Hodge, Anthony 與 Gales (1996) 的分類： 

（一）計畫性增值性創新 

    以創新產品來維持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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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進式創新 

    是架構上的創新，以組織策略作重大的改變，包括組織的結構、人員與運作程序等。 

（三）非計畫性創新 

    係未事先規劃而恰好發生的創新現象，如在非正式組織的行動與脈絡中出現創新動

力，並引發組織的創新。 

五、Damanpour 與 Wischnevsky (2006)的分類 

    其依創新生產與採用的概念，將組織分為創新型組織（高生產高採用）、創新生產

型組織（高生產低採用）、創新採用型組織（低生產高採用）與非創新組織（低生產低

採用）等四個類型，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組織的創新類型 

 

 

 

 

資料來源：“Research on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Distinguishing    

                       innovation-generating from innovation-adopting organizations,＂  

                       by F. Damanpour and J. D. Wischnevsky, 2007,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3, p. 271. 

     

綜上所述，研究者依組織不同層次系統，將組織創新的類型區分為： 

一、知識系統的創新：係指組織在知識、技能與思維等方面的認知性創新。 

二、管理系統的創新：係指在組織在管理策略、組織運作等方面的制度性創新。 

三、資源系統的創新：係指組織在資源、設備等方面的軟硬體創新。 

四、文化系統的創新：係指組織在組織性格、氣氛、風氣等方面的文化性創新。 

五、產出系統的創新：係指組織在產品及服務等方面的產出性創新。 

 

 

     創新生產 

創新採用 
高 低 

高 創新型組織 創新採用組織 

低 創新生產組織 非創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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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組織創新的影響因素 

    根據前述的文獻探討可得知，依不同的研究角度，可將組織創新區分為不同的研究

取向與分類類型；其既可以是一種過程，也可以是一個結果，可以是一種產品與技術，

亦可能是一項服務與管理。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亦因不同的研究重點而有所不同的見

解： 

    Amabile (1988) 認為與組織創新相關的構面分別為：激勵創新的因素 (motivation to 

innovate) 、工作領域中的資源 (resources in the task domain) 及創新管理技巧 (skill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erson, Hardy 與 West (1992) 提出組織創新的因素包含以下四項：視野、參與的

安全、良好的氣氛及支持創新等。 

    Scott 與 Bruce (1994) 提出了組織創新行為的決定因素，其包含了領導、個人屬性、

工作團隊與創新心理氣候，其高度強調「領導」對誘發組織創新作為的重要性，突顯出

組織領導者帶領組織積極創新的任務及使命。 

Higgins 提出創新方程式 (innovation equation) 的概念（如圖 2-2），強調流程、組織

內成員、組織文化等對組織創新的影響（引自莊立民，2002）。 

 

                ＋          

 

 

圖 2-2  創新方程式 

資料來源：莊立民，2002，頁 32。 

 

Rogers (1995) 則認為，個人或領導者特性、內在結構特性、外在組織特性係為影響

組織創新的因素，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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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技術） 

個人及群體創造力 

組織文化 

 
實現之可能性 

創新 

 
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 

行銷創新 管理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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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圖 

資料來源：Rogers, 1995, p. 380. 

 

Amabile (1996) 指出有利於創造性發展的組織因素有下列幾項： 

一、組織鼓勵創新 (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 

包含組織對於創造性工作予以肯定或獎勵、具發展創新想法的機制、及對組織嘗試

性工作具有共同願景等。 

二、主管或領導階層的鼓勵 (supervisory encouragement) 

包含管理者能提供良好的工作模式、設定適當的工作挑戰、給予工作團隊支持、重

視個體貢獻、及表現對工作團隊的信心等。 

三、工作團隊的支持 (work group supports) 

係指一種擁有不同技能的工作團隊，在團隊中成員能有效的溝通、能公開的表達創

新構想、及團隊成員彼此的信賴與幫助。 

四、充足的資源 (sufficient resources) 

係指能提供適當的資源，包括經費、資料、設備與資訊等。 

五、挑戰性的工作 (challenging work) 

係對挑戰性的工作與重要計畫具有盡力而為的認知與態度。 

個人或領導者個性 

傾向改變的心態（＋） 

內在組織結構特性 

集權化（－） 

複雜化（＋） 

正式化（－） 

相互連結程度（＋） 

組織剩餘資源（＋） 

規模大小（－） 

外在組織特性 

制度開放性（＋） 

組織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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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自主性 (freedom) 

係指成員能自主決定應從事哪些工作與如何完成、具有控制自我工作內容的認知

等。 

此外，Amabile 認為抑制組織創造性的因素有： 

一、組織障礙 (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 

係指組織內部的政策或制度問題、對創新構想的批評、破壞性的內部競爭、逃避風

險、及過份強調現狀等。 

二、工作壓力 (workload pressure) 

指高度的時間壓力、對生產力具不切實際的期望、及分散創造性工作的心力等。 

    McGourty, Tarshis 與 Dominick (1996) 提出四個解釋組織創新文化的行為變數：是

否具追根究底的特質、是否鼓勵創新概念的提出、員工間與部門間是有有合作的傾向、

目標是否設定正確。 

    蔡啟通（1997）研究指出，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包括組織結構、組織創新氣候、組

織成員集體創新性、組織背景變項及組織環境等。 

韓志翔則依輸入、轉變、輸出的流程，提出創新系統的架構，如圖 2-4 所示，其認

為個人、組織、過程及環境因素是影響組織創新的關鍵（引自蔡明謙，2005）： 

 

 

 

 

 

 

 

圖 2-4  創新的系統觀 

資料來源：引自蔡明謙（2005），頁 31。 

賴姿蓉（2000）則認為，組織創新需要個人、團體、組織等三個層次的配合。個人

層次包括關鍵人物及個體創造性的培養，團體層次強調有效的建立團隊、人員的高度參

與創新、及開放的溝通系統，組織層次則為彈性的組織結構、創造性的文化氣候、學習

型組織的建立。 

輸入 

Inputs 

轉變 

Transformation 

輸出 

Outputs 

創造力的個人、

團隊與組織 

創造過程 

創造情境 

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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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建煌（2003）歸納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包含：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組織的獎

酬、組織內的創業機制及組織人力資源的作法等五大向度。 

    林啟鵬（2003）研究歸納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包含組織結構、組織氣候及組織成員

創造性等。 

    吳清山、賴協志（2006）指出，阻礙學校推動組織創新的因素包含人員與組織兩大

面向。在人員方面包含心態保守、慣性思維、知識背景不足、工作忙碌、害怕變革、缺

乏互信、未能感受創新需求、自我意識強烈、誤解創新構想等，在組織方面則為結構僵

化、升學競爭、缺乏改變動力、經費不足、學校糾紛不斷、缺乏創新文化、缺乏團隊學

習、缺乏創意人才、缺乏整合力量等。 

    商永齡（2007）歸納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向度包含：（一）個人的認知、能力、意

願；（二）團隊的運作、合作、策略；（三）組織的制度、結構、流程、成效、支援、環

境、發展與文化。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包含了組織環境、組織制度、組織成員、

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等六個層次，如表 2-6 所示： 

一、環境因素  

    係指組織的外在環境結構與內在環境結構。前者包括社會、政策與競爭等因素，後

者則為組織規模、設計、與資源等。 

二、制度因素 

    係指組織的目標策略、專業分工、運作流程、溝通與獎勵等。 

三、人員因素 

    係指領導者、組織成員與團隊是否具創造力，及是否有組織創新關鍵人物的存在。 

四、學習因素 

    係指組織的學習機制與知識、資訊交流與擴散的管道。 

五、文化因素 

    係指組織文化的開放性與支持創新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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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組織創新的影響因素  

層面 環境 制度 人員 學習 文化 

因素 

1.社會與政策

的影響 

2.組織競爭的

壓力 

3. 組 織 的 規

模、設計 

4.組織的資源 

1.目標策略 

2.專業分工 

3.運作流程 

4.溝通系統 

5.獎勵措施 

  

1.領導者 

2.組織團隊 

3.組織成員 

4.關鍵人物 

 

1.組織學習 

2.資訊交流 

3.知識擴散 

1.文化開放性

2.支持創新的

氛圍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伍、組織創新的測量 

    「組織創新」是十分複雜的構念，基於不同的定義、研究取向，對於構念的測量也

有所差異。以下就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分析組織創新的測量層面： 

一、Higgins 的 IQI 量表 (innovation quotient inventory, IQI) 

    Higgins (1995) 以麥肯錫公司提出的 7S 為構面，並運用創新商數量表（IQI）來衡

量組織中產品創新、過程創新、行銷創新、及管理創新等方面的表現（引自王世璋，

2006）。 

二、Dougherty 的創新衡量 

    Dougherty (2001) 依創新的範圍，將組織創新分為發展策略、生產方式、例行工作

與制度管理等四個層面予以衡量。 

三、蔡啟通的組織創新量表 

    蔡啟通（1997）編制的組織創新量表中，包括了管理創新與技術創新兩個分量表；

前者主要測量用人與管理創新及組織與規劃創新，後者則測量產品、製程、設備等方面

的創新。 

四、蔡明田、莊立民與劉春初的組織創新衡量模式 

    蔡明田、莊立民與劉春初（2002）以台灣高科技產業為研究對象，發展了組織創新

評估指標系統。其系統中包含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兩個層面，前者主要分為產品創新及

製程創新兩個構面，後者則為人員創新、行銷與市場創新及組織結構與氣候創新。 

 



 46

五、邱皓政的組織創新量表 

    邱皓政（2000）進行組織創新量表的發展與創新指標的建構，將影響組織創造力工

作環境的因素分為團隊默契、組織理念、工作風格、領導能耐、學習成長、資源運用等

六個構面。 

六、謝忠武的組織創新指標體系 

    謝忠武（2004）探討政府人力資源發展機構組織創新的內涵，並進行建構組織創新

指標體系與相對權重之研究。其完成建構組織創新指標體系，包含：「人力資源」、「組

織制度與結構」、「創新策略與執行」、「組織文化」四大構面。 

七、濮世緯的學校創新經營量表 

    濮世緯（2003）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編製「學校創新經營量表」，分成行政管理

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教師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資訊科技創新等五個向度進行衡

量。 

八、李瑞娥的組織創新量表 

    李瑞娥（2004）以台灣地區的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學校終身學習文化、

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研究－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其所編製的量表將

組織創新分成教學行為創新、設備資源創新、行政運作創新、組織氣氛創新等四的向度

進行衡量。 

九、蔡姿純的學校經營創新模式與衡量指標 

    蔡姿純（2004）分析學校經營創新之意涵、理論與相關研究，進一步提出三個系統

（管理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的學校經營創新衡量指標。其中，管理創新系統指

標共有「理念創新」、「人力創新」、「結構創新」、「流程創新」與「領導創新」等五項； 

技術創新系統指標包括「校園營造創新」、「資源應用創新」、「行政運作創新」、「課程教

學創新」和「學生活動創新」；文化創新系統指標包括「學校文化與特色」、「教師文化

與作為」和「學生文化與表現」。 

十、王世璋的學校組織創新量表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所編製的「學校組織創新量表」，將學校

組織創新分成行政管理、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環境與設備、組織氣氛、公共關

係等六個層面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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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顏童文的學校創新經營量表 

    顏童文（2007）以台灣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

組織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其所編製的「學校創新經營量表」，將學校

創新經營分成行政管理創新、教學分享創新、資訊科技創新、外部關係創新、校園規劃

創新等五個層次進行衡量。 

十二、謝傳崇的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效能量表 

    謝傳崇（2007）以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以平衡計分卡理念

建構國民中小學創新經營效能指標之研究」，其建構的指標將學校創新經營之效能區分

為創新行政管理效能、創新課程教學效能、學生創新展能效能、資訊創新運用效能及環

境創新運用效能等五個向度進行衡量。 

    另外，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8) 舉辦 InnoSchool「學校創新經營獎」，其指出創新

內涵為： 

（一）行政管理革新：加強行政效率與品質，提昇組織績效 

1.應用創新經營方式，增進學校校務基金。 

2.整合學校人力、物力資源，促進資源共享，減少資源浪費。 

3.掌握實施「關鍵管理」20/80 原則，提升經營的成效。 

4.建立校園危機與衝突處理的機制，促進學校穩定發展。 

5.實施品質管理，創造學校永續經營的契機。 

（二）課程與教學領導：建構創意課程與教學之平台或活動 

    1.支援教師創意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的資源。 

    2.建立鼓勵教師進修機制，提升教師創意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能力。 

    3.建構行動研究及檔案歷程，促進教師創意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的開展。 

    4.建立知識分享的機制與激勵措施，增進創意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的實效。 

（三）學生多元展能：推動學生課內、外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才能 

1.計畫性的培育學生特殊才能。 

2.創造多元機會讓學生表現其才能。 

3.提供彈性適性的獎勵，讓學生肯定自我。 

4.建立承先啟後的機制，發展學生才能。 

（四）校園環境美化：規劃校園環境，通暢學生學習動機與品質 

1.規劃學校空間與軟硬體設備符合經濟性，達成境教功能。 

2.建置有品質的校園空間，以提升教學境的美感。 

3.具體規劃符合人性化發展，提升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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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引入社會與環境資源，提升學習效益 

1.設置引導社區資源進入學校的機制。 

2.運用當地資源，加值其資源對學生學習的功效。 

3.運用各種多元的機會，激勵家長正面的參與學校教育。 

對於學校組織創新的測量，研究者整理國內相關研究之看法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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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學校組織創新測量的層面統計表 

   層面 

 

 

研究者 

（年代） 

行
政
管
理
與
領
導 

課
程
與
教
學 

教
師
專
業
與
分
享 

資
訊
科
技 

環
境
規
劃
與
設
備 

組
織
氣
氛
與
文
化 

公
共
關
係(
內
、
外) 

學
生
活
動
與
表
現 

濮世緯 

（2003） 
       

 

李瑞娥 

（2004） 
       

 

蔡姿純 

（2004） 
        

林虹妙 

（2005） 
        

顏秀如 

張明輝 

（2006） 

        

王世璋 

（2006） 
       

 

秦夢群 

濮世緯 

（2006） 

        

江  轍 

（2007） 
     

   

謝傳崇 

（2007） 
        

顏童文 

（2007） 
       

 

學校創新經

營獎 

（2008） 

        

次數 

總計 
11 11 3 4 10 4 6 6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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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可發現國內對於學校組織創新內涵，主要界分為行政管理與領導、課程

與教學、教師專業與分享、資訊科技、環境規劃與設備、組織氣氛與文化、公共關係、

學生活動與表現等層面，研究者進一步將學校組織創新歸納為「行政管理創新」、「課程

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文化氣氛創新」及「資源運用創新」等五個向度進行探

討，茲分述如下： 

一、行政管理創新 

    係指校長與行政人員能運用創新的觀念及策略，有效提升學校行政運作效率，革新

學校經營管理模式，同時鼓勵、支持教師對校務的參與及投入。 

二、課程教學創新 

    係指學校能依據學校學生的需求，發展並創新學校本位課程與其他主題課程，教師

則能以創新的教學方法與工具實施教學與評量。 

三、學生活動創新 

    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方法辦理各項活動或競賽，鼓勵學生展項多元才能，並形塑學

校特色及文化。 

四、文化氣氛創新 

    係指學校行政人員與教師共同營造鼓勵有利的文化與氣氛，以利組織創新之進行，

同時給予創新觀念、行為與表現適切的支持與鼓勵。 

五、資源運用創新 

    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策略妥善運用學校設備資源，並積極爭取校外或社區資源，以

利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進行。 

陸、學校組織創新的相關研究 

   有關組織創新的研究，早期多以一般企業為研究對象，近來則興起一股對於學校組

織創新或創新經營的相關研究。鑒於學校組織與企業組織性質之不同，以下綜合國內外

文獻，進一步探討學校組織創新之研究結果： 

    Dianda 與 Corwin 研究美國加州地區學校創新經營的情形，發現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 其行政管理、課程教學方面較公立學校具更多創新空間，而受到社會大眾較多

的肯定（引自濮世緯，2003）。 

    Corrie 與 Andy (2006) 探討創新學校是學習型學校與專業學習社群，發現創新的學

校是刻意地被塑造成學習型組織和專業學習社群，而學習型組織和專業學習社群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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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創新學校變革的環境與動力。 

    林啟鵬（2003）研究我國高級職業學校組織創新之影響因素，包含組織特性、領導

風格、組織學習、團隊運作、創造能力、集權化程度、正式化程度與資源提供等八個因

素。其中，組織特性、領導風格、組織學習、團隊運作、創造能力為高度正相關；集權

化程度與資源提供為中度相關；正式化程度為負相關。 

    黃麗美（2004）以台灣省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中小組織創新氣氛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發現：（一）國民中、小學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現況大致良

好；（二）國小教師在正向創新氣氛知覺均顯著高於國中教師，在負向創新氣氛知覺均

顯著低於國中教師；（三）創新氣氛、學校效能受人口變項與學校環境系絡所影響；（四）

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有顯著關聯性；（五）組織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力。 

    吳素菁（2004）以觀察與訪談方式瞭解台北市國民小學創新的狀況，其發現學校組

織創新情形因校而異，以環境創新與活動創新居多；學校創新的共識不易建立與經費不

足，均影響學校組織創新。 

王世璋（2006）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學

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其發現國小在學校組織創新各層面，以「組

織氣氛」最高，而「行政管理」最低；而國小校長採取轉型領導，並透過組織學習來影

響學校組織創新。 

林信志（2006）以全國 85 所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中學行政團隊

知識導向文化、知識分享與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其發現：（一）不同性別、學歷、現

任職務、行政服務年資與學校規模之學校行政團隊成員，在所處團隊創新經營知覺上有

差異；（二）國民中學行政團隊知識導向文化能有效預測創新經營，尤其「強調創新」、

「關係和諧」、「主動學習」與「專業取向」四層面影響力最顯著；（三）國民中學行政

團隊知識分享能有效預測創新經營，而「個人知識分享行為」比「個人知識分享意願」

影響力大。 

伍孝春（2006）則以一所國中為研究對象，以質性研究的取向，利用深度訪談與文

件蒐集等方式，進行「學校組織創新作為之研究－以一所國民中學為例」，其綜合文獻

探討及資料的分析，歸納出學校組織創新作為之途徑可為：掌握發展創造力教育的趨

勢、善用柔性特質的領導與管理、學校教育多元化的經營理念、開拓教育資源的整合與

共享、組織再造與人力規劃的結合、培養教師團隊學習合作能力、創新與卓越的學校本

位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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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嚴賀（2007）以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團體動力、組

織價值、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例」，其發現：（一）國小資深教

師在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的知覺顯著高於資淺教師，團體動力與組織價值則沒有差異；

（二）在國民小學中「團體動力」、「組織價值」、「組織創新」能有效解釋「學校效能」，

並且以「管理創新」影響較為顯著；（三）「組織價值」與「組織創新」是兩個促成學校

效能提升的重要中介變項。 

   顏童文（2007）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

組織健康氣候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其發現：（一）國民小學組織動態能耐以「科

技應用」為最高，其次為「創新學習」；（二）學校創新經營以「資訊科技創新經營」最

高，其次為「外部關係創新經營」、「行政管理創新經營」及「教學分享創新經營」，而

「校園規劃創新經營」相對較低；（三）組織動態能耐透過組織健康氣候，有助於推動

學校創新經營。 

    蕭佳純（2007）以 38 所學校，114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學校成員整體創造性

與學校創新關係之研究」，其以學校成員的團隊學習及團隊創新氣候為中介變項進行分

析，其結果指出：學校成員的整體創造性對於學校創新確有影響，而團隊學習中的團體

動力與知識分享，及團隊創新氣候中的自我創新精進及知識分享合作，在成員整體創造

性與學校創新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 

    組織創新的概念已廣廣泛運用於學校革新的各層面，而近年來相關的研究數量亦增

加快速，以下就不同研究者之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8 所示： 

表 2-8  國內學校組織創新相關研究整理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廖勝能 

（2001） 

學校組織創新氣氛

與知識管理關係之

研究 

1.學校組織創新氣氛與知識管理有顯著相關。 

2.學校組織創新氣氛的組織鼓勵、主管鼓勵、工作團隊

支持、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挑戰性等五個構面對學校推

動知識管理的知識取得、知識流通與擴散、知識創造

和知識蓄積的影響性較大；而資源充分性對知識管理

的影響性則較為微弱。 

濮世緯 

（2003） 

國 小 校 長 轉 型 領

導、學校文化取向

與學校創新經營關

係之研究 

在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以「課程與教學」、「資訊科技」

與「行政管理」創新經營較高，「教師知識分享」與「外

部關係」創新經營較為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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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姚欣宜 

（2005） 

臺北縣國民小學學

校支持創新經營與

學校創新氣氛之研

究 

1.臺北縣國民小學整體支持創新經營為高度程度，其中

「領導啟發」支持創新程度最高，「資源提供」較為不

足。 

2.校長、主任、具有碩士 40 學分班學歷成員與資深與

年長教師感受學校支持創新經營程度對顯著高於新進

與年輕、級任教師與師大、師院與一般大學學歷之學

校成員。 

3.偏遠地區、特小型、歷史悠久學校創新經營高於縣轄

市學校與鄉鎮學校及中型、大型與特大型與新設立學

校。 

吳育綺 

（2006） 

國 中 校 長 轉 型 領

導、組織創新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組織創新程度越高，則學校效能越高。 

2.長轉型領導與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可以有效預測學

校效能；其中，以「行政運作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

校效能。 

林文勝 

（2006） 

桃園縣國民小學校

長轉型領導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研究 

1.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顯著相關。 

2.校長轉型領導對於學校創新經營亦具有預測力。 

吳佩珊 

（2006）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成長、學校

創新氣氛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教師專業成長的情況越佳，學校創新氣氛就越容易產

生正向的結果。 

2.師專業成長、學校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

用，其中以資源充分為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林孟瑜 

（2007） 

高雄縣市國民小學

組 織 創 新 . 學 校 行

銷策略與競爭優勢

關係之研究 

1.學校具有良好的組織創新，其中以「組織氣氛創新」

最佳。 

2.學校組織創新愈積極，則競爭優勢愈佳。 

3.男性、年長、資深、服務於小型學校、校長之教育人

員，組織創新知覺較高。 

陳瑜沂 

（2007） 

台北縣市國民小學

校長專業知能與學

校創新經營關係之

研究 

1.校長專業知能與學校創新經營為中度正相關。 

2.創新經營現況以學生展能創新表現最佳，社會資源創

新則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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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陳佳秀 

（2007） 

國民中學校長變

革領導、知識分享

對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影響之研究

─以 台 灣 地 區 中

部三縣市為例 

1.校長變革領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知識分享與學

校創新經營效能皆為高度正相關。 

2.女性國民中學校長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優於男性國

民中學校長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楊宏達 

（2007） 

國中校長領導型

態與學校組織創

新氣氛關係之研

究－以台中縣為

例 

1.擔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對學校組織創新氣氛的感受

較導師為佳。 

2.服務於學校規模在 51 班以上及 24 班以下的教師或

創校歷史在 31 至 45 年的學校教師，對校長領導型

態與學校組織創新氣氛的知覺程度較高。 

鄭志隆 

（2008） 

屏東縣國民小學

校長人格特質與

學校創新經營關

係之研究 

1.國民小學的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程度，教師

的年資、年齡、學歷、擔任職務、學校歷史及學校

所在地，不是形成差異之重要因素。 

2.國民小學的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程度，性

別、學校規模是形成差異的重要因素；其中以男性

教師在課程教學、校園環境規劃及資源運用創新知

覺程度較高。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研究者針對學校組織創新的相關研究進一步歸納分析發現如下： 

一、就研究方法而言 

    國內有關學校組織創新的研究，絕大多數以問題調查的方法，進行量化分析，少部

份以個案學校訪談的質性方法進行。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研究對象包含各教育階層，其中以中小學占多數，高中職與幼稚園則較為少數。 

三、就研究變項而言 

    多數研究以「教師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進行組織學習之探析，如：性別、

年齡、年資、職務、學歷、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學校類型等，並且在研究結果上有所

不同。 



 55

四、就研究主題而言 

    有關學校組織創新的研究，多數聚焦於效能或經營管理的層面，另外，學生的組織

創新氣氛亦受不少的重視。 

第三節  學校效能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追求卓越，提升品質」，一直是教育領域所追求的目標。學校組織一如企業界、

產業界，有其既定的組織目標，對於組織的效能亦同等重視。學校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社

會系統，其組織目標相較於一般企業組織，存有抽象、籠統的特性（秦夢群，1998），

以致於在效能的評估上，無法以具體且齊一的數量化指標予以測量。 

    學校效能的研究，最早起源於 1960 年代起，一連串的教育報告書，如初等與中等

教育法案、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與「危機中國家」評估報告書，均指出學生成就低落，

教育資源投入不見效益等問題，因此，追求卓越教育品質的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吳清山，

1991）；至此，學校效能運動與相關的研究蓬勃發展，Murphy, Hallinger 與 Mesa (1985) 的

研究發展分為因素確認期、概念發展期與模式發展期等三個階段，從早期單一層面的探

索到後來多元層面整合的研究，其發展歷程正反應出學校組織因應時代變遷與改革的需

求，必須整合組織所有的資源，並力求執行的效率，方能有高效能的產出。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效能的內涵、理論與相關研究，以建立本研究關於學校效能的理

論基礎，以下分別就學校效能的內涵、理論模式、衡量指標與相關研究，進一步的分析

與探討。 

壹、學校效能的內涵 

一、效能的涵義 

    在進行學校效能研究時，必須針對「效能」的意涵有所釐清。效能(effectiveness)是

一種構念 (construct)，無法由現實世界的具體事件直接接觸而獲得，同時也常與「效率」

(efficiency)、「績效」(performance) 一起被提及。吳清山（1998）指出，效能與效率是

不同的兩個概念，前者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後者強調資源的有效利用；一般而言，效

率僅是效能的充要而非充分條件，有效率不一定代表有效能，張慶勳（1996）曾就兩者

進行比較，其要點如表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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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效能與效率之比較 

效能 效率 

強調組織目標的達成 強調組織成員個人需求的滿足 

強調資源運用的結果 強調資源輸入與產生結果的比值 

考慮輸出-運作過程-產生的循環 考慮輸出-產出的間關係 

強調做對的事 強調把事情做對 

強調領導策略的運用 強調管理技術的層面 

兼顧組織內外環境的要求與標準 偏向組織內部的狀況 

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偏向解決問題的「經濟」層面 

對有限資源做最佳的利用 保護資源 

追求利潤 降低成本 

講求績效 負責盡職 

資料來源：張慶勳（1996）。學校組織行為，頁 233。 

    另外，就「績效」(performance) 而言，係指執行某些工作事務的成績表現，因此，

績效的概念較容易且明確測量，故可以作為衡量組織效能的指標（曾榮祥，2007）。績

效不代表效能或效率，但效能或效率的衡量則需透過績效指標的檢證方能得知，江志正

（2000）曾就效能、效率與績效三者關係進行探討，其認為績效係屬偏向當下實際產生

與表現的考量，而效率則會加入資源投入多寡的考量，至於效能則除前述層面外，會連

同組織設立的目標一併加以考慮。 

    綜上所言，效能、效率與績效定義上雖有所差異，然而在組織實務運作與表現衡量

上，具不可切割的關係。多數國內外學者認同效能係指組織達成目標的程度（吳明清，

2000；吳清山，1998；吳清基，1992；張潤書，1998；劉春榮，1993；蔡進雄，2000），

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並與效率、績效的概念進行綜合比較後，對「效能」的內涵界定

如下：效能是一個多重面向的構念，係指組織資源投入後產生的結果，其必需藉由外在

指標予以描述，並與組織的目標相互連結。 

二、學校效能的涵義 

    教育的資源緊縮、績效責任的重視與教育發展的多元化，促使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 成為教育人員與相關研究者的關注課題，另外，「少子化」現象的影響，

亦促進社會大眾對教育品質的重視（吳政達，2006），驟然間，學校的效能成為衡量學

校辦學品質與經營成效的重要指標。然學校的目標及任務難以具體的量化說明，因此國

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涵義，因不同的研究取向與重點，在詮釋上也有所差異： 



 57

    Madaus, Airasian 與 Kellaghan (1980) 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的目標與其實際成效表

現的符合程度，即學校目標與績效的一致程度。 

    Wolfendale 與 Bastiani (2000) 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

學生學業成就與教師工作士氣上的程度。 

    謝金青（1997）認為學校效能係對學校教育實施效能表現的客觀測量結果，以瞭解

學校教育的實施狀況、達成程度或標準，以及預期教育或學校目標的符合程度，同時也

考察教育過程中投入、計畫歷程是否健全、合理與周密。 

    周崇儒（1998）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達成預定目標的程度，包括行政領導、學校氣

氛、學校文化與價值、參與溝通、課程與教學、工作滿意、教職員發展及學生學習表現

等。 

    吳宗立（1998）認為學校效能的性質可從以下各層面分析之： 

一、靜態層面：學校能達成組織目標的程度。 

二、心態層面：學校能滿足組織成員需求的程度。 

三、動態層面：學校能發揮行政績效的歷程。 

四、生態層面：學校能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 

    蔡進雄（200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教育目標達成的程度，包括行政溝通、環

境規劃、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家長與學校關

係等各方面的符合程度。 

    范熾文（2002）認為學校效能係指學校組織實際表現與成果，亦即有效能的學校，

能有效的運用資源，滿足成員需求，達成學校既定目標，並且適應外部環境的變遷。 

    由上述可知，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定義，多同意其代表學校產出或表現，與目標相

符合的程度，所關注的層面，也涵蓋多元面向，以下茲列舉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

定義與觀點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年代) 定義或觀點 

Purkey 與 

Smith (1983) 

有效能的學校不單是學生有較高的智育成績，而是具有普遍

且共同的特性，包括校長領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

學校文化與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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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續） 

研究者(年代) 定義或觀點 

Stoll 與 Fink 

(1992) 

學校效能是指在平常性任務（教育領導、明確的目標、價值

與信念分享）、助長學習氣氛（學生投入與責任感、物質環境、

父母及社區的投入與支持）與強調學習（課程教學的重視、

教師專業成長）等三層面都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Cheng 

(1996) 

學校效能可定義為在固定的輸入下，學校促使其功能最大

化，或可以表現學校功能程度的能力。 

劉春榮 

（1993）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了達成教育目標、增進教學效果、強化

行政效率、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良好成就表

現的預期結果。 

張慶勳 

（1996） 

學校領導者能應用領導策略及有效的途徑，從學校外在環境

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動態及生態的層

面，透過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教職員工需求與增

進組織發展。 

張奕華 

（1997） 

學校效能是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的過程，達成

高品質的行政、教師與學生效能。 

吳清山 

（1998） 

係指學校在各方面具良好的績效，包含學生學業成就、校長

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的技巧與策略、學校的文化與價

值，以及教職員的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鄭燕祥 

（2001） 

學校效能是學校能夠適應內在與外在的限制，最後能達成不

同群體所要求重要目標的程度。 

侯世昌 

（2001）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中的各個成員，能建立共識及齊心努力，

使學校在目標計畫、教師素質表現、教育工作滿意、校園設

施規劃、校長領導、行政運作、學生表現、外部評價等各方

面，均有良好的績效與表現，進而能達成學校預期的教育目

標，並滿足學校內組織成員的需求。 

趙志揚 

（2002） 

係一種概念的形成與綜合性的表現，即在既有的環境條件

下，學校系統整體表現能達成目標的程度，其中系統的成員

包含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系統

的資源則包括學校環境設施、教學軟硬體設備及社區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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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續） 

研究者(年代) 定義或觀點 

張錫輝 

（2003）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於適當的組織運作下，在教學輸入、教學

過程及教學輸出上均有良好的績效表現，使學校能達成預定

或期望的教育目標，同時兼顧工作人員的生涯目的，使與學

校目標結為一體。 

蔡炳坤 

（2007） 

學校在學校教育目標的導引下，發揮行政分工合作的力量，

有效率地運用各項資源，兼顧組織目標及個人需求的達成，

並能適應內外在環境的變遷，綜合而成的整體績效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學校效能係學校經由行政領導與管理、成員的專業與行動、資源的投入

與支持，使學校在經營運作、教師表現、學生學習、組織氣氛與文化等方面，均能符合

相關利害關係人的目標或期待，而能有良好且持續的績效表現。 

三、有效能學校的特徵 

    有效能的學校被視為被視為是高品質辦學的展現，其不僅是教育工作者學習的標竿

與典範，更是相關研究者所關注的研究對象。以下就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探討

有效能學校所具有的特徵： 

    Davis 與 Thomas (1989) 將有效能學校歸納出以下特徵：（一）良好的班級經營實務；

（二）高度的學術參與；（三）督促學生的進步；（四）重視教學的改進；（五）明確的

組織目標。 

    Schmoker 指出，有效能的學校應具下列特徵：（一）強而有力的教育視導；（二）

家長的熱烈參與；（三）校長、教師與家長共同治校；（四）充實均衡的課程；（五）教

師發揮專長，重視教師在職進修；（六）顧及每一個學生的需求；（七）教師參與校園日

常的工作活動；（八）具有寬容、溫暖的環境（引自張錫輝，2003）。 

    Hopkins 與 Ellis (1991) 認為有效能學校有下列特徵：（一）以課程為中心的教學領

導；（二）校內支持的氣氛；（三）注重課程與教學；（四）清晰的目標及對學生的高度

期望；（五）績效與成就的監視；（六）成員的專業發展與進修；（七）家長的參與與支

持；（八）教育行政機關的支持。 

    Brown (2002) 認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為：（一）強勢的領導；（二）高度的期望；（三）

學校文化；（四）定時的評量；（五）社區的支援；（六）共享願景；（七）清晰的任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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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八）適當的課程安排。 

    張德銳（2000）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具備下列八項特徵：（一）重視學校環境的維護；

（二）學生紀律良好，老師能有效的控制教室秩序；（三）教師及行政人員皆能體認學

生學習的重要性；（四）學生的學習成就與教師的教學成就受到肯定；（五）行政人員與

教師享有專業自主權；（六）良好和諧的學校氣氛；（七）學校能提供學生自治、參與校

務及服務的機會；（八）鼓勵家長參與校務。 

    吳清山（1998）歸納有效能的學校具下列特徵：（一）強勢的領導；（二）和諧的學

校氣氛與良好的學校文化；（三）重視學生基本能力的習得；（四）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

（五）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六）經常督導學生的進步；（七）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

（八）妥善的學校環境；（九）社區、家長的參與及支持。 

    侯世昌（2001）依行政、教師、學生與家長三個層次，歸納有效能學校的特徵如下： 

（一）就行政層面：完善的組織計畫、明確的目標、良好的氣氛與學校文化、合宜的校

園規劃、強勢的領導、良好的公共關係、民主的決策；（二）就教師層面：師資水準優

良、教師流動率低、教師研究進修風氣盛行、教師對學生有高度的期望；（三）就學生

及家長層面：學生的表現優異、家長的支持並參與積極。 

    吳百祿（2004）認為有效能的學校特徵為：（一）以學生為中心；（二）豐富多元的

學習活動；（三）提供並激勵學生的學習；（四）擁有正向的學校氣氛；（五）促進教師

同儕間的互動；（六）重視教師專業成長；（七）重視分享領導；（八）鼓勵創造性問題

解決歷程；（九）重視家長與社區的參與。 

    顏士程（2007）認為有效能的學校具備以下特徵：（一）行政領導：校長的優異領

導、卓越的教學領導、正確的辦學理念；（二）教學品質：教師素質提升、教師專業發

展、教師教法提升、教師工作滿意；（三）學生表現：學生行為表現、學生的學業表現；

（四）社區家長支持：家長參與支持、社區學區支持、公共關係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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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研究者就學校組織、教師成員、學生、公共關係等四個層次，歸納有效

能學校的特徵如下： 

（一）就學校組織而言 

1.明確的願景與目標。 

2.詳盡且適宜的工作計畫。 

3.良好的氣氛與文化。 

4.校長優質的領導。 

5.行政與教學系統的配合。 

6.課程與教學的重視。 

（二）就教師成員而言 

1.教師素質的提升。 

2.教師的工作滿意度。 

3.教師的專業發展與研究。 

4.教師社群的建立。 

（三）就學生而言 

1.兼顧學生的需求與權益。 

2.學生的行為表現。 

3.學生的學業成就。 

4.學生的活動參與。 

（四）就公共關係而言 

1.家長參與及支持。 

2.社區認同及支持。 

3.教育主管機關的協助與配合。 

貳、學校效能的理論模式 

學校效能為一個多元層面的構念，各專家學者對於相關的定義及詮釋也有所差異，

因此，在進行相關研究與評鑑時，應有所依據的理論基礎，方能描繪出完整且適切的架

構。劉春榮（1993）將學校效能的理論模式分為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決定過

程模式及參與滿意模式；潘慧玲（1999）綜合各學者觀點，認為學校效能的評估規準可

分為手段-目標、相互競爭、動態應用等三個模式；鄭燕祥（2001）則將學校效能分為

目標模式、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滿意模式、認受模式、組織學習模式、無效能

模式及全面品質模式等八類，如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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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學校效能理論模式歸類表 

類別 學校效能界定 適用情境 評估指標 

目標 

模式 
達成明文目標 

目標清楚，眾人同

意，有時限，可度

量，及資源充足 

列於學校/方案計畫的

目標，例如各項成績 

資源-輸入

模式 

取得所需資源與輸

入 

輸入與產出之間有

明確關係；資源缺乏

獲得資源，例如招生素

質、設施、經濟支持等 

過程 

模式 

校內運作過程順暢

及「健康」 

過程與產出間有明

確關係 

領導、溝通、合作、協

調、社會交往 

滿意 

模式 

使所有重要人勢滿

意 

有關人士的要求是

適宜又不可忽略的 

各利害關係人士的滿

意 

認受 

模式 

學校生存的合法或

推銷活動得以成功 
處於存亡關頭 

公共關係、推銷、公共

形象、聲譽、社會地位

等 

無效能 

模式 

學校完全沒有無效

能的特徵 

沒有一致的效能標

準，卻需要有學校改

進策略 

現存衝突、功能失常、

困難、缺點、弱點等 

組織學習

模式 

適應環境變遷及內

部阻力 

學校是新校或面臨

轉變；必須面對外在

環境轉變 

注 意 外 在 需 要 及 變

化、內在過程監管、方

案評估、發展規劃等 

全面品質

模式 

內部人士及過程的

全面管理，以滿足

重要人士之需要 

有關人士的需要一

致；有全面管理所需

之科技及資源 

領導、人的管理、策略

規劃、過程管理、重要

人士的滿足感、對社會

之影響力等 

資料來源：引自鄭燕祥（2001）。學校效能及校本管理發展的機制，頁 22。 

本研究綜合專家學者（卓秀冬，1995；吳清山，1998；侯世昌，2001；潘慧玲，2006；

蔡進雄，2000；謝金青，1997）的看法，將學校效能的理論模式區分為目標中心模式、

系統資源模式、參與滿意模式及整合模式，茲分述如下： 

一、目標中心模式 (goal-centered model) 

    目標中心模式採取理性的觀點，認為組織會主動去追求一套目標，而效能係指達成

目標的程度。據此觀點，學校愈能符合其既定的目標，則可視為有效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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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y 與 Ferguson 進一步指出，目標中心模式可區分為三種研究模式（引自侯世昌，

2001）： 

（一）官方的目標模式 (official goal model) 

    此模式強調學校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上級主管機關對於學校目標的陳述與宣

示，具期待性、無時間性且抽象的特性，如各級學校教育目標等。 

（二）作業的目標模式 (operative goal model) 

    此模式反應學校單位實際採行的意向，即學校真正的工作現況，如學校根據官方的

指導架構，訂定出具特色的學校教育目標。 

（三）操作的目標模式 (operational goal model) 

    此為學校具體且明確的工作目標，可以接受評鑑，並且具有一定的規準及程序。如

學校學生通過某官方學力測驗之比率。 

    目標中心模式的假設，是認為組織決策者與成員是理性的，目標是具體且被清楚理

解的。然學校組織的目標非如同營利組織的單純可量化，而是具有多層次的特性，加上

學校成員的角色立場不同及外在環境變影響，致使目標中心模式於學校效能研究與評估

的應用上，有失周延。 

二、系統資源模式 (system-resource model) 

    此模式假定組織是動態且開放的系統，經由與環境的互動取得資訊與資源，而形成

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學校效能可視為在環境中獲得有利的地位，並利用此有利的地位

獲得有價值的資源（蔡進雄，2000）。 

    系統資源模式對於組織的健康及生存極為重視，主張組織為求生存，必須有足夠的

資源流動、開放且流倡的溝通、高昂的士氣、參與式的問題解決，是故，士氣、共識、

革新與適應力即成為評估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而教師素質、整體課程教學、組織氣氛、

人際關係、溝通與決策、資源及設備、社區支持等，即成為學校組織系統中重要的結構

（吳清山，1998）。 

    系統資源模式相較於目標中心模式的理性與封閉，顯得開放多元卻也更為複雜，另

外，其強調資源的輸入與獲取，容易忽略學校本身初始的教育目標，加上其重視向度的

評量不易，使得此模式在學校效能的運用上，顯得困難且容易陷入顧此失彼的窘境。 

三、參與滿意模式 (participative model) 

    本模式不以組織目標為中心，而是依組織成員的利益需求與程度滿足來衡量組織效

能，重視組織內部個人的良好發展、和諧的同僚關係與人力資源發展（潘慧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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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滿意模式採人際關係學派的觀點，認為只有靜態組織結構的改善，並不能使組

織發揮最大的效能，必須同時對「人」的問題有所改善；其主張組織是個人的集合體，

實際運作與決策的是人而非組織本身，組織目標只有在幫助成員滿足其需求時才有意義

（卓秀冬，1995）。應用於學校效能上，則視組織是否能提供誘因獎賞以激發成員的努

力及奉獻，或是組織提供支持的環境，使成員獲得成長與滿足。 

    然參與滿意模式可能因參與者的層次不同，需求有所差異，甚至相互矛盾與衝突。

不同立場所訂定的學校目標，可能造成混淆或難以理解，是故在學校效能的研究與評估

上，容易招致爭議及誤解。 

四、整合模式 (integrated model) 

    整合模式認為組織效能是具多元層次的概念，因此綜合前述三種理論模式，一方面

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兼重組織成員的參與滿足及各環境變項的調適與資源爭

取。 

    其視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組織的目標是動態且需兼顧成員的需求，認為有效能

的組織是能同時達成組織目標與滿足成員需求的。就學校而言，不僅應重視學校教育目

標，亦應強調成員、參與者滿足，並關注各環境變項的調適，方能彰顯學校的效能。 

    綜上所言，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及參與滿意模式對於組織或學校效能，均

有其獨特的主張，然學校組織的複雜特性，似乎難以依單一模式予以衡量，是故，多數

關於學校效能的研究與評估，均採整合模式，以多元規準衡量學校的效能。 

參、學校效能的衡量 

    「效能」並非具體可得的事件，而具構念 (construct) 的性質，因此發展適切的衡

量工具及指標，係進行相關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學校是一個複雜的組織系統，依據不

同的理論取向與研究重點，對於衡量指標的選取亦有差異，以下針對學校效能衡量指標

的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Baldwin, Coney 與 Thomas (1993) 指出學校效能層面的指標包含：有效的教學領

導、清楚的目標、安全的學習環境、積極的學校氣氛、對學生高度的期望、經常性評鑑

學生成就、重視基本技能的習得、提供學生學習的最大機會、家長及社區參與、教師專

業發展、教師參與及溝通等。 

    Reid, Hopkins 與 Holly (1987) 歸納學校效能指標包含學校領導、學校管理、學校氣

氛、紀律、教師與教學、課程、學生的學習、閱讀、照顧學生、學校建築、學校規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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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ynolds 等 (1996) 指出學校效能的指標為強而有力的教育領導、對學生學習成就

的高度期望、重視基本技能、良好的學校氣氛、及評鑑學生的學習過程。 

    Hoy 與 Miskel (2001) 依學校產生成果將學校效能分為學業成就、工作滿意及對學

校效能的知覺等三面向進行衡量。 

    吳清山（1989）進行「國民小學管理模式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指出學校效

能指標包含學校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紀律表現、學生行政溝通與協調、學生

的學業表現、教師工作滿足、學校課程安排、學校與家長關係、師生關係及校長領導能

力等。 

    游進年（1990）的研究指出，學校效能指標包含學校組織產能、學校組織統整、學

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回饋等四個層面。 

    劉春榮（1993）進行「國民小學組織結構、組織承諾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

指出學校效能指標包括校長領導、行政溝通、學習環境、課程與教學、學生行為表現、

學生學業表現。 

    李皓光（1996）進行「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指標之研究」，其指出學校效能指標包括

學校發展、物資設備、校園環境、校長領導、行政管理、活動辦理、氣氛滿意、課程教

學、學生學習、家長社區等十個層面。 

    鄭彩鳳（1996）進行「競值途徑應用在高中職校長領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組織

效能關係之研究」，其指出學校組織效能指標包括計畫目標、工作績效、支持成長、革

新調適、開始參與、成員士氣、科層管理、穩定控制等。 

    張奕華（1997）進行「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指出學校效

能指標包含下列： 

（一）行政效能 

校長領導、校長溝通、設備環境規劃、學校調適發展。 

（二）教師效能 

    教師在職進修、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教學品質。 

（三）學生效能 

    學生學業表現、學生行為表現、學生滿意程度。 

（四）社區效能： 

    社區家長支持、社區資源協助、社區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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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金青（1997）進行「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評鑑指標與權重體系之建構」，其建構教

育輸入、教育歷程與教育產出等三項一級指標： 

（一）教育輸入指標 

    發展目標與計畫、經費與教學設備、教師素質能力、學校環境品質等四項二級指標。 

（二）教育歷程指標 

    校長領導作為、學校行政管理、學校組織氣氛、教師教學品質等四項二級指標。 

（三）教育產生指標 

    發展目標與計畫達成、學生成就表現、教師專業成長、學校社區聲望等四項二級指

標。 

    吳明隆與王文霖（2004）進行「高級中學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其將學校效能區分為以下層面進行衡量： 

（一）學校行政規劃能力 

係指學校在校務計畫方面具有特色，且能確實執行。 

（二）教師工作的滿足感 

學校在排課與規劃教師教學空間上，皆能符合教師的期望，使教師在工作上能滿足。 

（三）教師的教學投入 

系指教師的教學的投入程度與教材設計、準備之情形，且能針對自己的教學表現能

適時的予以回饋。 

（四）家長與學校關係 

係指學校可資利用的社區資源及與家長的互動關係。 

（五）課程安排與評量 

係指課程的安排是否多樣、活潑，評量的方式是否適切。  

    吳勁甫（2005）採用競值架構理論發展「學校競值組織效能量表」，共區分為四個

模式與八個層面，針對學校組織效能進行衡量： 

（一）人群關係模式 

    視成員為組織的主體，關注焦點在於非正式團體、工作規範及組織中的其他社會關

係，其包含「開放參與」及「凝聚士氣」兩個層面，前者強調教師參與決策的機會，後

者重視教師對於學校的歸屬感。 

（二）開放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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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組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強調創新性及創造力，其包含「支持成長」及「革新

調適」兩個層面，前者強調學校是一個注重成長的組織，並能獲得外界的支持與資源，

後者重視學校的革新及調適能力，鼓勵教師隨時提出創新性的建議。 

（三）理性目標模式 

    其假定規劃與目標設定是導致生產力與效率的關鍵，重視組織目標達成的程度，包

含了「工作績效」及「計畫目標」兩個層面，前者強調教師的工作績效與表現，後者則

重視學校整體目標的清楚明確與否。 

（四）內部過程模式 

    重視組織環境的穩定與均衡，即組織內部的運作能正常化及例行化，其包含了「科

層管理」與「穩定控制」兩個層面，前者強調學校能以法規、制度來引導校務運作，後

者則重視學校工作環境的穩定與正常化。 

    秦夢群與吳政達（2006）進行「國民教育階段學校行政績效指標體係建構之研究」，

其將學校行政績效指標歸納為教育成效、教育參與及流動、人力資源與發展、學校經費

與財物、學校組織與學習環境等五大向度。 

顏士程（2007）進行「國民小學組織變革、校長權力基礎運用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包含行政領導、教學品質、學生表現與家長支持等四向度。 

曾榮祥（2007）進行「學校經營效能指標建構與應用之研究：以平衡計分卡管理策

略為依據」，將學校經營效能指標分為願景、創新與學習、組織內部運作、顧客及財務

五個構面。 

李芝靜（2008）進行「中小學校長領導風革、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關聯性之研究」，

將學校效能分為行政運作與教學支持、教師與學生互動、安排學生用參與活動方式學

習、學校成員間的合作與成長、協助學生在專業領域的學習、學校與家長社區的互動等

六個層面進行探討。 

    由上可知，影響學校效能的層面相當多元。研究者整理國內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之衡

量指標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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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學校效能指標統計表 

研究者 

（年代） 

願
景
與
目
標
計
畫 

行
政
管
理
與
績
效 

校
長
領
導 

學
校
文
化
與
氣
氛 

工
作
滿
意
度 

環
境
規
劃
與
資
源
設
備 

家
長
社
區
認
同
與
支
持 

教
學
與
課
程
發
展
與
實
施 

教
師
素
質
及
專
業
發
展 

教
師
教
學
品
質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學
生
成
就
與
表
現 

吳培源 

（1994） 
            

沈翠蓮 

（1994） 
            

江志正 

（2000） 
            

蔡進雄 

（2000） 
            

侯世昌 

（2001） 
            

張錫輝 

（2003） 
            

李瑞娥 

（2004） 
            

黃哲彬 

（2004） 
            

黃麗美 

（2004） 
            

張盈霏 

（2006） 
            

林顯正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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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續） 

研究者 

（年代） 

願
景
與
目
標
計
畫 

行
政
管
理
與
績
效 

校
長
領
導 

學
校
文
化
與
氣
氛 

工
作
滿
意
度 

環
境
規
劃
與
資
源
設
備 

家
長
社
區
認
同
與
支
持 

教
學
與
課
程
發
展
與
實
施 

教
師
素
質
及
專
業
發
展 

教
師
教
學
品
質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學
生
成
就
與
表
現 

盧彥賓 

（2006） 
            

柯嚴賀 

（2007） 
            

江滿堂 

（2008） 
            

張倪甄 

（2008） 
            

次數 

總計 
3 13 7 2 6 6 14 4 5 9 2 1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上可知，學校效能的衡量指標，以行政管理、教師工作、教學品質、學生表現與

家長社區支持等層面較獲相關研究之使用與認同，其中行政領導方面，校長領導是影響

學校效能重要因素，另外，教師專業發展係攸關教學的品質與專業表現，故研究者將兩

者納入探討向度中。綜前所述，本研究將學校效能分為行政管理服務、課程教學品質、

教師工作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家長社區支持等五個層面進行探討，茲就各層面說明如

下： 

一、行政管理服務 

係指學校在行政管理與相關服務上，能符合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之需求，並有

效達成既定目標。 

二、課程教學品質 

學校與教師能規劃適合學校學習之課程，並能從事有效之教學，以確保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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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工作表現 

係指教師的工作、態度、發展能合計專業的要求。 

四、學生學習表現 

係指學生在課業、活動、及行為上的表現。 

五、家長社區支持 

係指家長、社區對學校活動與校務，所給予的支持、參與程度及認同程度。 

肆、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綜觀國內外關於學校效能之研究，除部分以「研究工具」或相關「指標」建構為主

題外（王慧秋，2001；李皓光，1996；林顯正，2006；陳添財，2002；謝金青，1997），

多數研究者以若干自變項進行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滋就各學者研究結果說明如下： 

一、就「領導」層次 

張盈霏（2006）研究發現，有效的國民中學校長科技領導對學校知識管理與學校效

能具有正面影響。 

陳信君（2005）研究發展，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中又以教學

領導最具有預測力。 

張宏毅（2002）研究發現，國小校長轉型領導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解釋力，其

中以「激發潛能」最具有主要預測作用。 

    薛東埠（2004）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校長「課程領導」對學校效能提升傾向進步取

向。 

    曾增福（2004）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中學「校長教學領導」各層面與「學校效能」

各層面有極顯著正相關，並具顯著預測力。 

    吳勁甫（2008）研究發現，校長領導行為與學校組織效能存在正相關，且透過學校

文化的中介影響，可正向提升學校組織效能。 

二、就「組織」層次 

顏士程（2007）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主任及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家長參

與」的組織變革程度愈高者，則學校效能愈佳。 

林貴芬（2006）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氣氛愈開放，學校效能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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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慧（2002）研究發現，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的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

學校組織文化知覺愈高，則學校效能愈佳。 

    柯志平（2003）研究發現，臺北市高中低組織溝通之國民小學其整體學校效能的表

現有所不同，高溝通學校有較高之整體學校效能。 

    林政宏（2004）研究發現，組織承諾愈高的國小教師，感受到的學校效能愈佳，而

組織承諾正向功能發揮的取向，會影響學校效能的提升。 

    謝勝宇（2007）研究發現，學校組織文化愈突顯，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愈強化，則學

校效能愈佳。 

三、就「教師」層次 

林婉琪（2000）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士氣對學校效能整體與各層面具有中度的

解釋力，教師士氣愈高，學校效能也愈佳。 

    鄒惠生（2007）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與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相

關，且具顯著預測力。 

    陳慶瑞（1996）研究發現，教師參與決定意願、教師參與決定實際機會、以及學校

各層面效能，皆呈正相關。 

    陳燕嬌（2006）研究發現，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教師專業成

長愈好，學校效能也愈佳；學校效能愈好，教師專業成長也愈佳。 

四、就「環境」層次 

洪啟昌（2001）研究發現，不同程度的學校公共關係在學校效能的表現上不同，高

公關學校相對有高學校效能表現；學校公共關係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解釋

力，其中以「意見互動程度」具有主要預測作用。 

陳慕華（2002）研究發現，家長參與校務的程度會影響學校效能；在家長參與校務

各層面中，以社區營造與關係對學校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研究者整理國內學校效能相關研究，如表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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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國內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整理表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杜岐旺 

（2001） 

國民小學學校組織

變革與學校效能相

關之研究 

學校組織變革策略的「個人期望」與「組織現況」，

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良好。 

葉明華 

（2001） 

國民小學運用團隊

型組織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國民小學的效能表現皆屬中上水準，其中以「課

程與教學」的表現較佳；而以「學生學習表現」的

得分較低。 

2.運用團隊型組織與學校效能二者有顯著的正相關 

林逸青 

（2002） 

國中校長權力運作

策略、衝突管理策略

與 學 校 效 能 之 關

係：微觀政治分析 

校長會在行政領導表現、教師教學品質、學生表現

及家長社區支持等方面顯現學校效能。 

顏麗琴 

（2002） 

臺北市國民中學學

校內部公共關係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 

1.校內部公共關係與整體學校效能及各層面具有高

度密切的正相關。 

2.學校內部公共關係的「成員互動程度」、「訊息回

饋程度」、「參與決定程度」及「訊息傳達程度」對

於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預測作用。 

陳  香 

（2003） 

高雄市國民中學教

師專業成長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 

1.教師專業成長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專業態

度是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2.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教師專業

成長愈好，學校效能也愈佳；學校效能愈好，教師

專業成長也愈佳。 

洪秀熒 

（2004） 

高雄縣國民小學行

政人員資訊素養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 

1.資訊素養較高的國小行政人員，感受到的學校效

能較佳。 

2.資訊素養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度的預測作

用，其中「評估資訊」層面是主要的預測變項。 

黃哲彬 

（2004） 

國民小學校長賦權

增能行為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賦權增能行為與學

校效能具有正相關，校長運用賦權增能行為愈多，

則學校效能愈佳。 

盧彥賓 

（2006） 

台南縣國民小學學

校效能之研究 

1.不同性別、職務別、年資、教育程度的教育人員

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有顯著差異。 

2.中、小型學校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有較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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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與發現 

顏士程 

（2007） 

國 民 小 學 組 織 變

革、校長權力基礎運

用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國民小學校長、主任及教師知覺「教師組織」、「家

長參與」的組織變革程度愈高者，則學校效能愈佳。

2.國民小學校長權力基礎運用會影響到該校之學校

效能。如果校長多使用參照權、資訊權和專家權，

則該校之學校效能會較佳。 

蔡文杰 

（2007） 

國民小學校長領導

行為、組織特性發展

與學校效能展現關

係之研究－－以有

機化組織觀點為例 

1.學校效能展現與校長領導行為及組織特性發展具

有高度相關。 

2.組織特性發展對學校效能展現具有顯著影響效

果。 

梁正宏 

（2007） 

高雄縣國民小學組

織運作、衝突管理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 

1.組織運作愈順暢，則學校效能愈好。 

2.教育人員運用的衝突管理愈適宜，愈能提升學校

效能。 

蔡德旺 

（2007） 

高雄縣市國小教師

專業成長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教師專業成長與知覺學校效能有正相關。 

2.教師專業成長與背景變項對知覺學校效能具有預

測能力。 

陳春風 

（2007） 

高雄縣國民小學校

長領導能力、組織文

化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1.營造卓越組織文化並強調文化之共識性，有助於

學校效能之提升。 

2.涵養校長專業領導能力，有助於學校效能之提升。

秦家凱 

（2007） 

學校組織氣候、教師

參與決定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以高雄

縣市國民小學為例 

學校組織氣候、教師參與決定與學校效能之預測

力，其中以支持行為最高。 

吳怡佳 

（2008）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

領導、知識管理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1.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年齡、年資、

職務、學校地區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 

2.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間

具有顯著高相關。 

資源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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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有關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茲將其綜合歸納如下：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在研究對象方面，多數以國民小學之校長、行政人員、教師為對象，國民中學居次，

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則較為少數。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國內絕大多數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係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量化研究，亦有部份

研究以學校效能量表的發展為主，僅少部份採質性方法進行研究。 

三、就研究變項而言 

（一）個人背景變項 

    多數研究以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學歷等為個人背景變項進行研究。 

（二）學校環境變項 

    多數研究以學校規模、地區、校史等為學校環境變項。 

第四節  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壹、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組織學習具能幫助學校提升其能力，並避免相同錯誤的發生 (Thornton, Shepperson, 

& Canavero, 2007)，係提升學校效能的有效策略。魏惠娟（2007）亦指出，組織學習能

產生前所未有的綜效，短期而言是一個可預期改變中的組織，長期而言，組織在文化、

領導與結構上都會逐漸改變，且能提升組織效能並永續生存。以下就國內組織學習與學

校效能相關研究分述說明之： 

張奕華（1997）以台灣省九個縣市之現職國小老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採取分層隨機取樣,抽取組長,級任,及科任教師 1245

人為受試者,有效問卷為 942 份。其研究指出：（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之現況尚可，學

校效能之現況大致良好；（二）國民小學組織具有學習型組織之條件，其在系統性思考

層面頗佳，惟在應用資訊科技層 面仍須加強；（三）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密切關係,

即組織學習愈好，學校效能也愈佳；（四）組織學習各層面中，以系統性思考最能解釋

並預測學校效能；（五）所有學校效能的預測變項中，以系統性思考最具有預測力，其

次為團隊學習觀念、全面品質管理、服務年資、學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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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佳霓（1999）以高雄縣市之公立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中學

組織學習、教師個人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利用分層隨

機抽樣，發出問卷 870 份，有效回收 699 份。其研究指出：（一）國民中學組織學習因

組織背景變項的不同而有知覺上的差異；（二）國民中學學校效能因教師個人背景變項

以及學校背景變項的不同而有知覺上的差異；（三）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

正相關，即學校組織學習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江志正（2000）以台灣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團體動

力、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探究，分

層隨機取樣抽取 180 所小學 1,580 位教師進行施測。其研究指出：（一）組織學習較佳的

學校會有較高的學校效能；（二）學校發展策略推動的積極程度對學校效能的影響不會

受到組織學習的影響；（三）國民小學團體動力、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

間具有因果徑路及影響關係；（四）不同背景的國民小學在團體動力、組織學習、學校

發展策略與學校效能上有不同的狀況。 

    陳慶安（2001）以台灣地區高職工業類科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高職工業類

科學校組織學習能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 50 所學校，

共 1,000 位教師為樣本，問卷回收有效數為 601 人。其研究指出：（一）不同年齡、服務

年資、職務的教師及不同性質、校齡、規模、地區的學校教師，在其所知覺之學校效能

上有顯著差異；（二）不同年齡、服務年資、職務的教師及不同性質、校齡、規模的學

校教師，其組織學習能力有顯著差異；（三）學校組織學習能力與學校效能呈現正相關；

（四）學校組織學習能力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陳易昌（2007）以以臺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研究」，其共計抽取臺北市 34 所公立國民小學 460 位國

小教師為樣本進行分析。其研究指出：（一）臺北市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會因教師性別、

年齡、年資、職務、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學歷、學校歷史上，

則無差異；（二）臺北市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學校規

模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情形；至於在學歷、學校歷史上，則無差異；（三）校長科技

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典型相關；（四）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對整體

學校效能具有高度預測力；（五）校長科技領導、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各層面具有高度

預測力。 

    盧美文（2007）以桃園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以分層隨機抽樣方法，發出問卷 835 份，回收有

效問卷為 527 份。其研究指出：（一）校長轉型領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間有密切

關係；（二）學校效能各層面以教師教學品質最高，其次依序為、校園環境設備、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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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協調、學生學習表現與親師互動關係；（三）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呈高度相關；（四）

再學習、個別體恤、單循環學習、鼓舞激勵、雙循環學習五個變項，最能預測學校效能，

尤以中再學習最具有預測力。 

貳、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創新是推動組織持續進步與永續經營的引擎，而國內近年來興起一股對學校「創新

經營」的討論熱潮，其即以創新為體，經營為用的概念，透過組織創新的策略與歷程，

發揮學校的教育功能，並提升學校的教育品質（顏童文，2007）。吳清山（2005）指出，

創新是經過集思廣益、深思熟濾的複雜過程，其目的在於透過改變的過程達成更為精緻

的結果。因此，創新已被視為促使學校表現更為精緻、卓越的重要策略，更引領諸多研

究者對於組織或學校創新與學校效能相關研究的進行，茲分述如下： 

黃麗美（2004）以台灣省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中小組織創新氣氛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依學校所在地區及規模分層隨機抽樣 179 所國民中、小學計

2,235 位教師為樣本進行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創新氣氛、學校效能受人口變項與學

校環境系絡所影響，其中小型學校對正向創新氣氛與學校能知覺較中、大型學校高，負

向創新氣氛均低於中、大型學校；（二）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有顯著關聯性；（三）組織

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力，其中主管激勵對行政服務表現具預測力；工作團隊支

持對教師教學品質構面最具預測力；在學生成就表現構面及家長社區支持構面皆以組織

激勵最具預測力。 

    劉春芳（2006）以台北縣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臺北縣國民中學組織創

新與學校效能之研究」，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半結構式訪談為輔，受試者包括臺北縣

立國民中學校長、主任、組長、副組長、導師、專任老師，共 829 人，其中有效樣本 649

人。其研究指出：（一）臺北縣不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知覺組織創新有明顯差異，以

13-24 班的教育人員知覺度最高；（二）臺北縣不同學校歷史的教育人員知覺組織創新，

有明顯差異，以學校歷史為 10 年以下的教育人知覺度最高；（三）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

有非常顯著正相關，並具顯著預測力。 

    吳育綺（2006）以高雄市公立國民中學教育為研究對象，進行「國中校長轉型領導、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以分層隨機抽樣，抽取了 38 所學校，發出 625 份

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56 份。其研究指出：（一）組織創新呈現中上程度，其中以「組

織氣氛創新」之表現最佳；（二）學校效能呈現中上程度，並以「教師專業成長」之表

現較高；（三）校長轉型領導與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可以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中，以

「行政運作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四）組織創新程度越高，則學校效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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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珊（2006）以高雄市之市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高雄市國民小學

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共發出 847 份問卷，問卷回收

率為 93.27﹪，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7.72﹪。其研究指出：（一）創新氣氛整體表現屬於

大致尚佳，尤以「組織鼓勵」面向最佳；（二）男性、高學歷、兼任行政職務的高雄市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到較高的學校創新氣氛；（三）學校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

用。 

    柯嚴賀（2007）以高雄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團體動力、

組織價值、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例」，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抽取 1,260 位受試者，可用問卷共計 928 份。其研究指出：（一）國小男性教師在組織創

新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顯著高於女性教師；（二）國小資深教師在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

的知覺顯著高於資淺教師；（三）國小兼行政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顯著高於級任教師，

組織創新則沒有差異；（四）組織創新能有效解釋學校效能，並且以「管理創新」影響

較為顯著；（五）「組織價值」與「組織創新」是兩個促成學校效能提升的重要中介變項。 

    陳春蓮（2007）以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組織創新氣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以問卷調查法共抽取 600 人，回收有效問卷

491 份。其研究指出：（一）男性、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覺較佳的組織創新氣氛；（二）

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覺較佳的學校效能；（三）營造學校組織創新氣氛有助於提升學

校效能；（四）校長轉型領導、組織創新氣氛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中以「工作資源」

最具預測力。 

    黃建翔（2007）以花蓮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進行「學校創新經營與學

校效能之相關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法，以花蓮縣 35 所國民小學之 383 位教

育人員為調查研究對象。其研究指出：（一）花蓮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背景變項中，不

同「年齡」、「最高學歷」、「擔任職務」、「服務年資」及「學校規模」之教育人員所知覺

的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異；（二）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學校創

新經營越好，學校效能也越佳；學校效能越好，學校創新經營也越佳；（三）學校創新

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行政管理創新」為最主要的預測變項，可以有

效地解釋學校效能的變異量達 48.7％。 

    楊文達（2007）以台北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臺北縣國民小學創

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抽取臺北縣 50 所公立國民小學教師 613 位

為調查對象，有效樣本教師 533 位。其研究指出：（一）臺北縣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

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趨於正向，且顯著達到中高程度。其中以「校園環境創新」達到程

度最高，其次依序為「學生活動創新」、「行政管理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及「資源應

用創新」；（二）臺北縣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之現況趨於正向，且顯著達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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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度。其中以「教師教學效能」達到高等程度，其次依序為「行政工作效能」、「家長

參與效能」、及「學生學習效能」；（三）學校創新經營五個構面對於整體學校效能達顯

著相關且具有良好之預測力，其中以「校園環境創新」最具有影響力。 

    林靖倫（2007）以台北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臺北縣市國民小學

校長創新經營能力與學校效能之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分層比例及簡單隨機抽樣

的方式，抽取臺北縣市共 45 所國民小學，有效樣本為 459 位教師。其研究指出：（一）

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中，擔任不同職務、不同年資之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有顯

著差異；（二）北縣市國民小學學校背景變項中，不同學校歷史、不同學校所在地之教

師知覺學校效能有顯著差異；（三）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創新經營能力與學

校效能有顯著正相關。 

江澈（2007）以以台灣地區私立高級中學為研究對象，進行「私立高級中學校長競

值領導、教師專業承諾、組織創新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私立高中有效經營模式之建

構」，共抽取 36 所學校、1,080 位教師為樣本，回收有效問卷率為 92.96%。其研究指出：

（一）整體而言，在組織創新作為上表現良好，且最積極從事「領導策略創新」；（二）

整體而言私立高級中學的組織效能表現良好，且以「學習成長」最具效能提升的功能；

（三）越重視組織創新，則越能提升組織效能；（四）組織創新對組織效能具正向因果

關係，並以環境資源創新及教學技術創新對學習成長的影響最大。 

參、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關研究 

    Bates 與 Khasawneh (2005) 指出，組織若具學習的文化，則有利於組織創新的進行。

組織為了生存與發展，必須隨周遭變化而有所創新，才能適應新的環境，而創新即意謂

需要學習 (Swieringa & Wierdsma, 1992)。因此，透過組織學習可讓學校成員理解創新的

原因及結果，並使其具備組織創新的正確認知及能力。諸多實證研究指出，學校的組織

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密切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黃瓊容（2004）以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

「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關研究」。其研究指出：（一）服務年資 21-30 年、

擁有研究所學歷及擔任行政工作的學校教職員，知覺組織學習的情況較為良好；（二）

在規模 46 班以上與 24 班以下、位處都會地區與創校 10 年以下的學校，知覺組織學習

的情況較為良好；（三）服務年資 21-30 年、擁有研究所學歷及擔任主任或組長的教師，

知覺組織創新的情況較為良好；（四）規模 46 班以上、位處都會地區、創校 10 年以下

與創校 21-30 年的學校，組織創新的情況較為良好；（五）學校的組織學習情況愈好，

則組織創新的情況也愈佳；學校的組織創新情況愈好，則組織學習的情況也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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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妙琳（2006）以雲嘉南地區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創

新經營之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寄發 137 所學校共 724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10 份

進行分析。其研究指出：（一）教師對於學校組織學習認知程度整體情況良好，其中以

經驗與文化層面之認知程度相對較高，而對於資訊與結構認知程度相對較低；（二）教

師對於學校組織學習認知程度會因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學校規模之不同有

顯著差異存在，以年資 21 年以上、師專教育程度、兼任行政工作、小型規模學校之教

師認知程度較高；（三）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認知程度良好，其中以教學專業層面最

高，行政運作層面最低；（四）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及各層面有顯著正相

關；（五）學校組織學習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具有解釋力，其中，資訊層面對於學校創新

經營之行政運作、教學專業、設備資源等層面，皆具有最高之解釋力。而結構層面，對

於學校創新經營中的文化氣氛有最高的解釋力。 

    王世璋（2006）以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小校長轉型領導、

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關係之研究」，以採用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法為主，總計

施測 1,375 人。其研究指出：（一）國小在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以「科技運用」最高，

而「資訊共享」最低；（二）國小在學校組織創新各層面，以「組織氣氛」最高，而「行

政管理」最低；（三）國小校長轉型領導透過學校組織學習而影響學校組織創新。 

肆、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學校經營的最終目的，在於提升學校之效能與教育品質，而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

即為創造高效能與高品質的重要策略。以下就國內相關研究結果分述說明之： 

    李瑞娥（2004）以台灣省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學校終身學習

文化、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習型學校模型之建構」，以問卷

調查法進行研究，有效樣本為 1,002 位教師。其研究指出：（一）目前國小以共享資訊價

值最能呈現組織學習效果；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呈現組織創新效果；（二）學校終身學

習文化之任務導向文化，最能引導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創新，進而提升學校效能；而

且終身學習文化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具有因果關係；（三）組織學習之「共享資訊價

值」最能促進組織創新，而且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有交互影響關係；而組織學習、組

織創新交互作用之中，以組織氣氛創新最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對行政績效表現與課程

教學發展之學校效能最具影響力；（四）整體而言，學校組織創新最能有效提升學校效

能，其次是終身學習文化、組織學習。 

    劉姵君（2005）以台中縣市立案之公私立幼稚園為研究對象，進行「市場導向、組

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幼稚園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市場導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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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兩兩變項間皆有顯著正向關係；（二）市場導向、組織學

習、組織創新對幼稚園學校效能皆具有預測力；（三）市場導向、組織學習、組織創新

皆為幼稚園學校效能之影響因素。 

    彭永裕（2007）以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組織學習、知識分享、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關聯性研究」，其研究指出：（一）嘉義縣國小組織學習與知識分

享、組織創新及學校效能均具有顯著之正相關，其中以組織學習之「分享願景」對「人

際關係知識」、「行政運作創新」、「行政服務績效」最具解釋力；（二）嘉義縣國小組織

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有正面干擾效果。 

伍、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可發現，學校的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三者間具有密切的關

係。針對上述三者間關係，國內相關研究以採相關分析、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者居多，

結構方程模式的方法雖已逐漸受到重視，但應用上則以單一模式進行分析為主。本研究

透過文獻分析之結果，針對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提出「直

接效果」(direct effect)、「中介效果」(mediation ffect)與「調節效果」(moderation effect)

等三種模式，茲說明如下： 

一、直接效果模式 

    此模式主要闡述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三者，在彼此之間具有正向影響的

關係存在。黃瓊容（2004）、張妙琳（2006）、王世璋（2006）皆指出組織學習與組織創

新具密切關係；張奕華（1997）、李佳霓（1999）、江志正（2000）、陳慶安（2001）、陳

易昌（2007）、盧美文（2007）的研究皆指出，組織學習對於學校效能具有效預測力，

學校組織學習狀況愈好，學校效能就愈高；黃麗美（2004）、劉春芳（2006）、吳育綺

（2006）、柯嚴賀（2007）、陳春蓮（2007）、黃建翔（2007）、楊文達（2007）、林靖倫

（2007）、江澈（2007）、吳佩珊（2006）的研究則發現，學校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具正

向的相關，並且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因此，本研究以直接效果模式（如圖2-5）分

析變項間的關係，具體言之，在模式中假設：（一）組織學習可以解釋或預測組織創新；

（二）組織學習可以解釋或預測學校效能；（三）組織創新可以解釋或預測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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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直接效果模式分析圖 

 

二、中介效果模式 

此模式主要闡述組織學習可能透過組織創新的中介作用，間接對學校效能產生影

響。依據前述相關研究可知，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彼此之間，可能存在正向

相關與直接效果的關係，然而，當三者同置於一個分析架構時，除了組織學習及組織創

新對學校效能的直接效果進行分析之外，本研究亦關注組織學習是否會透過組織創新的

作用，對學校效能產生間接的影響，此即中介效果模式的檢證（圖 2-6）。 

 

 

 

 

 

 

圖 2-6  中介效果模式分析圖 

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 

組織學習 學校效能 

組織創新 學校效能 

組織創新組織學習 

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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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節效果模式 

調節變項的存在，可對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產生影響。彭永裕（2007）的研究發

現，組織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具正向干擾效果，顯示一個學校的組織創新

的良窳，會影響到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的預測程度；另外，吳清山（2007）的指出，有

效能的學校係具有學習型學校的特徵，而團隊及成員能相互合作與學習，並展現學校特

色，帶動學校創新與革新，易言之，一個具有效能的學習，其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彼此

的關係是密切的。因此，本研究以「組織創新」為調節變項，檢視其對組織學習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影響，再者，以「學校效能」為調節變項，檢視其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關

係之影響（如圖 2-7）。 

 

 

 

 

 

 

 

 

 

 

 

 

 

圖 2-7  調節效果模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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