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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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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針對本研究

所提之問題，進行問卷調查研究，採描述性統計分析、變異數分析（單因子單變量及多

變量變異數分析）、區別分析、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直接效

果、中介效果、調節效果）等統計方法，將問卷回收資料予以分析整理。茲就研究結論

與建議說明如下。 

第一節  結論 

壹、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組織創新量表、學校效能量表之測

量模式具有良好之品質。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結果，針對「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國民小學組織創新

量表」與「國民小學學校效能量表」提出測量模式，運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視其信

效度，其結果顯示上述量表具良好之品質。 

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 

本量表測量模式之RMSEA為.053，SRMR為.048，NNFI及CFI均大於.95之門檻，顯

示模式具良好適配程度。另外，本模式各參數估計值皆達顯著且為正值，未有違反估計

之情形，而潛在變項與測量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量λ及各題項之解釋變異百分比

(r-square)均符合標準，顯示本量表具良好之信效度。 

二、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 

本量表測量模式之RMSEA為.061，SRMR為.034，NNFI及CFI均大於.95之門檻，顯

示模式具良好適配程度。另外，本模式各參數估計值皆達顯著且為正值，未有違反估計

之情形，而潛在變項與測量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量λ及各題項之解釋變異百分比

(r-square)均符合標準，顯示本量表具良好之信效度。 

三、國民小學學校效能量表 

    本量表測量模式之 RMSEA 為.020，SRMR 為.045，NNFI 及 CFI 均大於.95 之門檻，

顯示模式具良好適配程度。另外，本模式各參數估計值皆達顯著且為正值，未有違反估

計之情形，而潛在變項與測量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量 λ 及各題項之解釋變異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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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quare)均符合標準，顯示本量表具良好之信效度。 

貳、「團隊學習」、「資源運用創新」與「課程教學品質」分別最能

呈現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效果。 

就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而言，經測量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團隊學習」對整體組織學

習最具解釋力，其因素負荷量 λ 為.90，R2 為.81，顯示其對組織學習具 81%解釋變異量，

其次依序為「系統思考」、「溝通對話」與「資訊蒐集」，其因素負荷量 λ 分別為.78, .78, 

與.72，R2 為.61, .60, 與.51。 

就國民小學組織創新而言，經測量模式分析結果顯示，「資源運用創新」對整體組

織創新最具解釋力，其因素負荷量 λ 為.93，R2 為.86，顯示其對組織創新具 86%解釋變

異量，其次依序為「學生活動創新」、「行政管理創新」、「課程教學創新」與「文化

氣氛創新」，其因素負荷量 λ 分別為.91, .89, .87,與.79，R2 為.82, .79, . 76 與.51。 

就國民小學學校效能而言，經測量模式分析結果顯示，「課程教學品質」對整體學

校效能最具解釋力，其因素負荷量 λ 為.87，R2 為.76，顯示其對學校效能具 76%解釋變

異量，其次依序為「行政管理服務」、「學生學習表現」、「家長社區支持」與「教師

工作表現」，其因素負荷量 λ 分別為.84, .79, .75,與.75，R2 為.71, .62, . 58 與.57。 

參、國民小學整體組織學習現況尚稱良好，就各層面而言，以「系

統思考」較佳，而「團隊學習」較低。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於高分，表示目前國

民小學組織學習現況良好。在各層面當中，以「系統思考」現況最佳，而以「團隊學習」

現況較差。在個別題目方面，學校在推動校務時會考量相關資源及條件的得分最高，但

對於各種學習團隊（讀書會、領域小組等）的運作成效評價最低。由上可知，各校普遍

能將組織學習的概念運用於校務運作之中，尤其能以系統性的思維規劃學校經營各項策

略，值得可喜，然在實務運作成效上仍有進步空間，應有效整合與落實，避免其僅流於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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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民小學整體組織創新現況尚稱良好，就各層面而言，以「課

程教學創新」較佳，而「行政管理創新」較低。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組織創新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於高分，表示目前國

民小學組織學創新況良好。在各層面當中，以「課程教學創新」現況最佳，而以「行政

管理創新」現況較差。在個別題目方面，以教師能在既有課程上創新求變並豐富教學內

容的得分最高，但對於學校能以創新思維評估學校目標達成程度的評價最低。由上可

知，在課程革新的脈絡下，教師能就其專業能力創新並豐富教學的內容，然學校行政運

作上，仍受限於法令規章及主管機關的規範，導致在行政管理的思維與運作上仍較為僵

化。 

伍、國民小學整體學校效能現況尚稱良好，就各層面而言，以「教

師工作表現」較佳，而「家長社區支持」較低。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方面，普遍的得分集中於高分，表示目前國

民小學學校效能現況良好。在各層面當中，以「教師工作表現」現況最佳，而以「家長

社區支持」現況較差。在個別題目方面，以教師能認同教育工作的價值性之得分最高，

但對於家長或社區人士能踴躍參與學校各項活動的評價最低。由上可知，在專業自主與

績效責任要求之下，教師對於教育工作的認同與投入能有不錯的評價，係當前教育改革

的重要基礎，然教師對於家長社區支持的現況評價較差，突顯學校在校務推動與經營

上，與外界環境的互動交流仍然不足或可言其成效不彰，此結果可供學校經營發展警惕

與省思。另外，「學生學習表現」的現況僅高於家長社區支持，顯示當前學校的教育與

教師的教學，仍無法有效促進學生多元的發展，顯現藉由人力與資源的投入以提升學生

各項學習表現，在現實與理想間是有所差距的，然此現象，是否含有教師高估自我效能

而低估學生學習表現，有待後續相關研究的釐清。   

陸、「擔任職務」是影響教師知覺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

的重要背景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擔任不同職務之教師在知覺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現況

是有所差異的。經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教師兼主任者在知覺整體組織學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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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創新與學校效能現況方面，高於教師兼組織與專任教師，另外，教師兼組長者之評估

雖高於專任教師，但兩者間未達顯著之差異。 

由上可知，兼職主任之教師因擔負多數規劃及統籌學校經營與行政運作之工作，故

更能體察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係評估學校組織發展的重要指標，同時藉由相

關工作的投入而有所回饋，而專任教師因偏重於教學與班級經營，對於學校整體的發展

策略較易忽略，然兼職組長之教師，在兼顧行政與教學工作之下，並未對學校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具有更高的認同，係值得深思之現象。 

另外，本研究發現其他背景變項（性別、年齡、學歷、年資）在知覺整體組織學習、

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方面並非重要因素，然在各層面上，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仍顯現

出部份差異；其中，男性教師在「系統思考」、「學生活動創新」、「資源運用創新」、

「行政管理服務」與「學生學習表現」等層面，均高於女性教師；另外，在「系統思考」

方面，年資 16-25 年之教師高於 26 年以上、6-15 年及 5 年以下之教師；在「團隊學習」

方面年齡在 41-50 歲之教師高於 31-40 歲及 30 歲以下之教師，學歷為研究所（含四十學

分班）者高於其他學歷組別之教師，年資 16-25 年之教師亦高於其他年資組別之教師；

在「行政管理創新」方面，年資 26 年以上之教師高於其他年資組別之教師。  

柒、「學校規模」是影響學校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的重要環境因

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的規模大小在整體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方面，具有顯著差

異，其中，小型學校在整體組織學習上優於大型學校，在整體學校效能上，亦優於大型

與中型學校，另外，在整體組織創新上雖未具顯著差異，但在「行政管理創新」及「資

源運用創新」層面上，小型學校優於中型及大型學校。 

捌、「學校歷史」是影響學校組織學習的重要環境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歷史組別的學校在整體組織學習現況上具有顯著之差異，其

中，31-40 年的學校較優於 11-20 年及 41 年以上之學校，另外，不同歷史之學校，在「資

訊蒐集」與「團隊學習」方面有所不同，其中 10 年以下之學校明顯優於 11-20 年、21-30

年及 41 年以上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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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彼此之間具高度正

相關。 

一、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具高度正向相關 

    就整體而言，兩者間的相關係數為.822，達.001 之顯著水準，呈現高度正向相關之

現象，故組織學習程度愈佳，則組織創新程度也愈佳。就各層面而言，以「團隊學習」

與「行政管理創新」之相關最高(r = .707, p＜.001)，其次為「溝通對話」與「行政管理

創新」(r = .687, p＜.001)，最低者「資訊蒐集」與「文化氣氛創新」(r = .423, p＜.001)。 

二、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高度正相關 

    就整體而言，兩者間的相關係數為.780，達.001 之顯著水準，呈現高度正向相關之

現象，故組織學習程度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就各層面而言，以「系統思考」與「行

政管理服務」之相關最高(r = .701, p＜.001)，其次為「溝通對話」與「行政管理服務」

(r = .690, p＜.001)，最低者「資訊蒐集」與「家長社區支持」(r = .408, p＜.001)。 

三、國民小學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具高度正相關 

就整體而言，兩者間的相關係數為.848，達.001 之顯著水準，呈現高度正向相關之

現象，故組織創新程度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就各層面而言，以「行政管理創新」

與「行政管理服務」之相關最高(r = .795, p＜.001)，其次為「課程教學創新」與「課程

教學品質」(r = .719, p＜.001)，最低者「文化氣氛創新」與「學生學習表現」(r = .467, p

＜.001)。 

由上可知，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彼此之間具高度正向關係，是

故，學校組織學習的推動，將有利於組織創新進行，同時對學校效能的提升亦有所裨益。 

拾、國民小學組織學習及組織創新可以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本研究進行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的四個層面可以有效解釋學

校效能 61.4%的變異量，具有高度的解釋力，其中以「團隊學習」的解釋程度最佳；另

外，國民小學組織創新的五個層面可以解釋學校效能 72.1%的變異量，亦具有高度的解

釋力，其中以「行政管理創新」的解釋程度最佳；另外，以結構方程模式分別檢視組織

學習與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的直接效果模式，亦獲得支持，顯示組織學習或組織創新的

程度愈佳，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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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以國民小學整體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共同預測學校效能，其迴歸模式顯示兩

者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其可解釋變異量達 74%，其中以組織創新的解釋變異量較高；

另外，以組織學習四個層面與組織創新五個層面共同預測學校效能，共可解釋 74.2%的

變異量，其中以「資源運用創新」、「行政管理創新」、「學生活動創新」與「溝通對話」

等的解釋力較佳，而「資訊蒐集」則未被納入此迴歸模式之中。因此，國民小學組織學

習與組織創新情況愈好，則學校效能愈佳。 

拾壹、組織學習可以透過組織創新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學校效

能。 

據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中介效果模式具尚可接受，其 RMSEA, SRMR, 

NNFI 與 CFI 分別為.099, .036, .93, .94，經研究後發現本模式係屬「完全中介效果」模式。

進一步本模式，就國民小學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三者之線性關係而言，組織

學習對組織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力，而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亦具有正向的影響力，因

此，組織學習可完全透過組織創新的中介作用，間接對學校效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拾貳、組織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具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組織創新」為調節變項，針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提出調節

模式進行分析。本模式經修正後具良好適配程度，其 RMSEA, SRMR, NNFI 與 CFI 分別

為.060, .022, .98, .98，顯示組織創新對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間的關係具調節作用，亦

即當學校的組織創新程度較佳時，則組織學習的進行將愈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拾參、學校效能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間的關係具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學校效能」為調節變項，針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間的關係提出調節

模式進行分析。本模式具良好適配程度，其 RMSEA, SRMR, NNFI 與 CFI 分別

為.077, .027, .97, .97，顯示學校效能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間的關係具調節作用，亦

即若學校具較佳的學校效能時，則組織學習的進行將愈有助於組織創新程度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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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以上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分別針對「實務應用」以及「未來研究」提出若干建

議。茲分述如下： 

壹、在實務應用方面 

一、推動組織成員之團隊學習，奠定組織學習基礎。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學習」係影響學校組織學習最關鍵之因素，然就現況

進行分析，其亦是組織學習各層面中最待加強之層面，是故，學校領導者與相關成員，

應確實瞭解團隊學習的精義，並具體研擬規劃相關行動策略，以團隊學習的模式奠定學

校組織學習之基礎，透過成員參與、互動、溝通、合作等歷程，有效地推動與落實組織

之學習。 

二、活絡各項資源運用與改善舊有行政管理弊病，促進組織之創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資源運用創新」係影響學校組織創新最關鍵之因素，故學

校應審慎檢視及評估其各項資源的運用狀況，且根據實際狀況與需求，充分的利用或積

極的爭取各項資源，使其能發揮最大功效以利學校創新之經營；另外，本研究結果亦指

出，「行政管理創新」係當前學校組織創新各層面中最待改進者，分析其原因，公立學

校其行政管理運作方面，固然受制於法令規章及有限資源而無法大破大立，然創新之要

義，並非單指徹底或完全的改變，而是就思維、流程、策略等方面進行革新以適應環境

或解決問題，充分發揮行政支持教學的基本功能。 

三、重視課程教學品質，經營家長社區伙伴關係，確保學校效能之展現。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是學校經營最根本之目的，此論點在本研究結果得到支持，

換言之，「課程教學品質」係最能呈現學校效能的關鍵因素，是故，學校經營的各項策

略或作為，應以有助於課程與教學為前題，方能使學校的革新不致淪為標新立異或沽名

釣譽之嫌；另外，本研究結果亦指出，「家長社區支持」是當前學校效能現況中最需加

強的一環，其反應出，多數的學校與外在環境或相關成員的溝通瞭解是不足的，彼此的

交流互動亦無法確實轉化為學校運作的正向助力，因此，學校應配合各項校務工作與計

畫，與家長、社區進行有意義的對話、合作，透過其參與及協助，使家長與社區成為齊

心努力的伙伴，而非僅是待之以禮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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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立明確的機制及目標，系統性推動組織學習。 

本研究結果指出，組織學習確實有助於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之提升。有效的組織學

習應具備明確的目標、健全的組織、可行的策略與方法等條件。學校的組織學習並非偶

發或隨機的，相對地，應透過領導、溝通、參與、互動、協調等方式，形成共識並建構

系統性的組織學習機制。同時，應以具體的目標引領組織學習的推動，唯有兼具創新與

適應兩者目標取向，方能促進組織學習產生最大的成效。在具體策略上，則可從下列各

方面著手：(一)依據學校需求與發展願景，規劃組織學習的方向與目標；(二)依組織與

成員需求辦理相關專業成長活動；(三)運用學習社群的模式，積極促發團隊學習；(四)

加強成員間溝通對話與專業分享；以及(五)定期評估成效與調整目標及方式，使組織之

學習能與時俱進。 

五、鼓勵成員勇於嘗試與改變，營造正向的創新氛圍。 

本研究結果指出，組織創新不僅有助於學校效能之提升，並且能轉化組織學習之效

果。組織創新有賴於創新氛圍的營造與支持，學校面對變革，應積極主動的求新求變，

同時鼓勵學校成員敢於嘗試，勇於實驗，並獎勵創意的貢獻者，促使學校形成一種創新

與革新的風氣及文化。學校的創新趨力，來自於政策、環境及變革需求，在實務上則應

以學校、教師、學生及社區為本位，建構一個勇於創新、樂於創新的組織文化，在具體

策略上，則可從下列各方面著手：(一)提供教師的創意平台，以利創意的分享與交流；(二)

重視教師、學生、家長及社區的意見回饋，做為各項措施的調整依據；(三)建立獎勵制

度，提供成員創新的鼓勵與實質回饋；以及(四)鼓勵成員進行各項創新實驗方案，並提

供必要的行政協助。 

六、檢核學校效能之展現，據以修正並推動革新。 

    學校效能儼然已成為相關研究者與利害關係人最關注的標的。本研究就行政管理、

課程教學、教師工作、學生學習與家長社區等層面針對學校效能進行評估，換言之，一

所學校的經營及其目標任務，是包含前述等多元層次的；效能，並非「有」與「無」的

判斷問題，而是根據組織的計畫與目標，檢視其實際作為與成效，並根據相關的回饋形

成精進相關作為的動力，是故，學校成員應就學校之現況，進行多元化、多層次的評估，

透過瞭解、分析、評鑑的過程，檢核學校效能所展現的優勢與不足，據以修正或持續精

進，使學校成為一個有機循環的組織體。在具體策略上，可參考下列措施：(一)推動學

校本位評鑑，落實自我評鑑並妥善運用之；(二)進行學校整體 SWOT 分析，並發展適切

之行動策略；(三)強調學生多元學習表現，並重視其意見回饋；(四)發揮校內各任務組

織或小組之積極功能，提升校務運作之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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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資源以支援組織發展。 

不論是組織學習或組織創新，都需要相關資源的提供與支持方能實踐。組織變革或

發展的方案本身，並足以成事，需配合制度、人力、物力、經費與設備的投入，方能轉

化理念為行動，使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不至淪為空洞的願景或紙上談兵的革新。在具體

策略上，可採取下列作法：(一)積極爭取各項計畫補助，做為組織學習與創新的基礎方

案；(二)整合學校與校外資源，發揮最充分的使用價值；(三)建立學校人力資源庫，善

用成員的專業；(四)提供必須的設備、場地及時間，以利成員的實際運作；以及(五)完

備各項教學資源資料庫，以利成員使用。 

八、形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 

學習型學校強調的是真實的「學習」，以透過系統思考、團隊學習、共享願景、改

變心智模式與自我精進等五大修鍊，改變學校成員的慣性思維，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

遷。組織學習的進行，是邁向學習型組織的基礎，而一所學習型的學校，必能突破舊有

思維，並根據學校內部與外部的需求有所創新因應。在具體策略上，則可從下列各方面

著手：(一)營造學習的支持環境，提升成員的學習意願；(二)鼓勵團隊學習的進行，以

彌補個人學習之不足；(三)重視學校的永續經營，並形塑共同願景；以及(四)鼓勵創新

並持續學習，以維持學校發展的動能。 

貳、在未來研究方面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日後研究可考慮將範圍擴大，例如將校長、

教育行政機構人員、家長等對象納入，使調查對象的來源較為多樣，反應出更多元化的

觀點。藉此，亦可比較不同對象知覺之差異情形。另外，在學校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

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方面，對象幾乎集中在公立學校，私立學校則較少被探討。然公立

與私立學校之組織特性實有差異，因之私立小學確實值得研究。 

二、研究變項 

就國內外研究而言，學校效能已蔚為教育行政領域重要的研究議題，本研究以偏向

組織發展層面的組織學習及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進行探討，在理論架構上，偏向學校整

體的應用層面，然就個別學校而言，組織的文化、氣氛，乃至於校長的領導等，均可能

對組織的學習、創新與效能有所影響，故在未來研究方面，可納入其他前置或上層影響

變項，以進一步瞭解組織學習、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三者間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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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採取調查研究法，以問卷調查之方式蒐集資料，再將回收資料進行統

計分析，因此，研究取向偏向量化研究；然而，若只單採量化統計分析，對實象的了解

恐較受限，是故，可考慮從事觀察、訪談，或結合文件分析、民族誌研究及個案研究等

偏向質化之研究方法，使研究所蒐集的資料更為廣泛及深入，藉以補充量化研究之不

足。再者，本研究係屬橫斷性研究，後續研究可考量採取縱貫性的研究設計，收集縱貫

性的資料，如此，對現象的觀察便可從靜態的橫斷面擴及至動態的貫縱面，此對變項間

長期、動態關聯性之了解將有莫大助益。此外，類似研究中的巢套模式結構現象，亦或

是變項間的交互作用，係相關研究的新取向，此正亟待後續研究者投注心力去研究。總

而言之，若能採取更多樣的研究方法進行研究，相信將有助吾人對此一研究主題之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