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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就本研究之相關文獻逐步探討與分析，以架構及厚實本研究之理

論基礎。於本章中，先從行銷理念的發展與演進開始，漸次探究學校行銷、

內部行銷及其相關研究，藉此文獻分析整理與歸納的過程，以釐清本研究相

關概念。 

第一節  行銷的源起與發展 

壹、行銷(marketing)的源起與行銷學的發展 

    「行銷」一詞，譯自英文 marketing。1960 年代 marketing 概念引進台灣

初期，此字大多被譯為「市場」，後經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首任所長楊

必立教授深入研究後，為避免其與 market(市場)一詞產生意義及概念上的混

淆，於是將其試譯為「行銷」(楊必立，1967)，其第一本著作「行銷學」並

以此為名，該名稱出現後廣為流傳並為大眾接納採用，至今成為 marketing

的中文標準譯名(黃俊英，2003)。 

    行銷的發生與人類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舊石器時

代初民以採集及狩獵維生，生存所需取諸於自然，生活完全自給自足，無所

謂物品的交換與市場的活動。但隨著文明的發展，新石器時代人類由四處遷

移轉為聚落定居，在生存物資的取得上出現動物的馴養及農耕的形式，而在

技術的進步及分工專業化後，出現了以物易物的活動，人們必須以自己的手

工藝品與別人交換獲得自己生產或生活所需( Elling, 1969)。中國歷史中亦有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易而退，各得其所」的文獻記載，

以物易物的地點便形成了市場，以物易物的行為便是一種交易，商業活動的

雛形於焉產生。而後隨著時代的推進，尤其工業革命之後，生產技術由手工

業的時代進步成為機械化時代，生產過剩及市場劇烈競爭之下，要提升銷售

量必須給予消費者想要的、了解消費者何時何地需要產品及願意購買的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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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解決此問題的途徑之ㄧ便是行銷( Diamond & Pintel, 1980)。 

    「Marketing」這個名詞大約在二十世紀初源起於美國。行銷是一種程序

或實務，而以行銷實務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即為行銷學。行銷學在萌芽階段

時，學者運用經濟學理論於市場研究上，而後逐漸發展出行銷的概念、名詞、

理論與原理(楊必立，1967)。隨著該類研究不斷更迭發展，其研究範圍已廣

涵商品 (有形及無形的商品、理念與服務)、通路廠商 (生產、批發與零售

商)、管理功能(分析、規劃、組織、控制)、運轉功能(採購、銷售、推展、

運送、儲存、定價)、社會體制(市場效率、產品品質、社會關聯)等主題(林

勤豐，2002)。時至今日，它已經蛻變獨立成為融合經濟、心理、管理、社

會及人類學等不同領域的應用行為科學。迄今行銷學甚至開始反過來向其他

的研究領域擴散，而被運用於現代社會的各種營利及非營利組織之中(黃俊

英，2003)。  

貳、行銷領域的拓展 

    行銷的概念既然源起於商業活動，其最初應用的範圍自然侷限於營利事

業的商業市場中，行銷的用語與原理也僅聚焦於闡釋商品及服務的價格、促

銷、分配上；但自 1969 年 Kotler 和 Levy 提出行銷概念擴大化(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marketing) 的理念後，行銷的應用及於產生交換及關係的任何活

動中。在此概念下，行銷的範圍與對象由狹窄的營利事業領域拓展至與其成

員、關係人、粉絲、訪客、民眾等有交換活動發生的團體諸如教會、證券業、

表演藝術團體、博物館、市政府等非營利事業機構( Kotler, 2004)。因此自 1970

年後，行銷進入另一個新紀元，所謂的社會行銷、教育行銷、教會行銷、名

人行銷等應運而生繼而漸次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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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行銷理論探析 

    Kotler 和 Levy 提出行銷概念擴大化植基於運用行銷概念有利於非營利

組織成功的達成組織目標。其理念發表後，並非立即為所有學者或普世大眾

所接受。概念出現初期曾引發是否因此淡化及損害行銷本質的疑慮，但隨著

學者的辯證及相關調查發現，行銷應用於非營利事業領域的概念獲得多數行

銷教育者的支持與認同( Kotler, 2004)。1970 年以後，行銷概念運用於非營利

組織的業務推展逐漸受到重視並蓬勃發展，而學校組織正是非營利事業領域

其中的一員。由此發展的軌跡，學校行銷的理念源起於非營利組織行銷的發

生，而非營利組織行銷的運用取之於商業組織的行銷理論與原理，因此，以

下將探析行銷與學校行銷之相關概念、學校與非營利組織之關係、學校行銷

相關研究以釐清學校行銷之概念。 

 

壹、 行銷概念發展與意涵 

一、行銷概念(marketing concept)的發展 

    面對消費市場快速的變動，行銷概念及應用領域亦不斷的演變及擴展，

以符應社會的變遷及市場環境劇烈競爭的挑戰。今天，行銷已成為大家耳熟

能詳的一個名詞，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行育樂幾乎無不與之相關。每一個時

代中行銷概念的形成皆有其哲學基礎，而哲學思維的演變也正可反映當時社

會、經濟及政治上的變遷。綜觀行銷概念哲學的演進趨勢可分為生產觀念、

產品觀念、銷售觀念、行銷觀念、社會行銷觀念及全方位行銷導向等六個階

段(戴國良，2003)，茲說明如下 (高登第，2002；黃仁宏，1985；黃俊英，

2004a)： 

(一)生產觀念(production concept） 

    生產觀念認為消費者喜歡實用且價格低的產品，因而企業中的管理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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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力改進生產和配銷的效率。此種觀念影響下的企業經營強調大量製造產

品，降低產品價格，追求利潤。 

(二)產品觀念(product concept) 

    產品觀念認為消費者喜歡高品質、高性能、多功能的產品，因而企業應

盡全力不斷改進產品。在此觀念影響下，企業經營者認為只要產品優良顧客

就會自動上門。這種只看到自己產品本身，而看不清消費者的基本需要的狀

況，便是採行這種觀念容易罹患的行銷近視病(marketing myopia)。 

(三)銷售觀念(selling concept) 

    銷售觀念認為產品要賣得好，企業經營者一定要盡力去推銷與促銷。這

種觀念的經營目的只在銷售企業自己的產品，而非顧客想要的產品。因而他

們著重的是創造銷售交易，而不是去和顧客建立長期有利的關係。 

(四)行銷觀念(marketing concept) 

    行銷觀念認為，欲達成組織目標首要之務是確定目標市場的基本需求與

需要，而且還要比競爭者更有效率。「行銷」與「銷售」的差別在銷售注意

的是銷售者的需要，如利潤的追求；而行銷注重的則是消費者的需要，以創

造及維持顧客的滿意來獲取公司的利潤。 

(五)社會行銷觀念(social marketing concept) 

    社會行銷觀念認為，組織應確認目標市場的基本需求、需要與興趣，比

競爭者更有效的使顧客滿足，並且維護或增進消費者及整個社會的長期福

祉。社會行銷概念的出現起因於生態環境的惡化、資源短缺、人口急遽膨脹、

經濟不景氣及社會服務缺乏的社會變遷，人們開始思慮公司利潤、消費者需

要與社會福祉之間的關係，期望在三者之間能取得平衡。此觀念影響之下，

使得許多企業經營者在制定行銷決策時能開始考慮到社會的利益。 

(六)全方位行銷導向(holistic marketing orientation） 

    Kolter於2001年(高登第，2002)提出全方位行銷導向的新觀念。全方位



 15

行銷觀念乃以顧客個別需求為起點，發展出和時空背景相融和的產品、服務

或能帶來特殊經驗的事物，以達到個別顧客的需求與滿足。行銷人員在動態

及劇烈競爭的環境中，投資消費者、協力廠商、員工和相關團體的企業關係

資本，去探索傳遞創造顧客的個別價值。企業超越了「顧客關係管理」而邁

向「全面關係管理」的境界。行銷人員會擴張顧客的占有率、打造顧客的忠

誠度以及掌握顧客的終生價值來達到獲利性的成長。 

     從以上六個階段可以發現行銷概念的發展是與時俱進、日新又新的。

從以產品為導向到以消費者為導向；從完全追求公司利潤到能顧及社會責任

與利益；從提升公司效率到創造顧客價值，行銷概念似乎朝向以人為本，散

發對人尊重與關懷的人性化道路上發展。 

二、行銷的意義及內涵 

    有關行銷的意義，受到行銷概念的哲學思想發展的影響，其內涵也不斷

的演進。國內外學者或行銷相關組織，都對行銷的意義提出諸多的論點與看

法。Peter Drucker曾說「行銷的目的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行銷活動是要造

就顧客處於準備購買的狀態。」(引自吳萬益，2006)；Amstrong 和  

Kotler(2003)認為「行銷是個人及群體藉由創造並與他人交換產品、服務以

滿足其慾望與需求的社會過程。」；國內黃俊英則認為「行銷是透過交換過

程以滿足需要的人類活動。」；而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AMA)則在不同年代，隨著時代的演變提出不同的定

義。AMA1960年將行銷定義為「一種企業活動的執行，用來指引從生產到

消費者或使用者間商品以及服務的流動。」(引自Graham, 1993)；AMA1985

年更新的定義為「行銷是計畫執行有關商品、創意、服務的觀念、價格、推

廣與分配，用以建立交換來滿足個人及組織目標的歷程。」( 引自Schultz, 

2005)；直至2004年最新的定義為「行銷是一種組織的功能和一套對消費者

創造、溝通及傳遞價值的過程並以有益於組織及股東(stakeholders)的方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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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理顧客關係」(AMA, 2004)。 由以上諸多定義來看，可將行銷的內涵綜

合歸納出以下數個向度： 

  (一)就形式而言：是計畫性的組織管理活動。 

  (二)就目的而言：在滿足顧客的需求、與顧客建立關係並達成組織目標。 

  (三)就內容而言：在於交換產品、服務及價值。 

    另外，若由 AMA 上述三個年代不同的定義分析，可發現行銷的定義發

展脈絡乃由「生產導向」的思維(楊必立，1967)逐漸走向以顧客為中心的觀

點；由與顧客短期的「交換」轉變成長期的「關係」建立；並擴大行銷的意

義成為「組織」的活動而非專屬某小群專家的自我界定 ( Schultz, 2005)，從

此看來似乎可見朝向全方位行銷的演變趨勢。綜合以上所述，玆將「行銷」

定義為：「透過產品、服務及價值的交換過程及與顧客長期關係的建立來滿

足顧客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的計畫性組織管理活動。」 

     

貳、學校行銷之定義 

    「 教育市場」觀念進入許多西方國家義務教育場域大約在 1980 年 1990

年間，這樣的結果引領學校處於更加競爭的環境中。而隨著教育的市場化、

自由競爭之下，促使學校必須將不同形式的行銷概念納入他們的策略，好在

新的競爭環境中能夠招募到學生( Oplatka & Brown, 2004)。李曉康和陳英泰

(2002)指出所謂「市場化」是指以自由市場機制作為促進教育發展的推動力

量，加強教育與經濟之間的聯繫，在教育資源逐漸拮据的情況下，提高教育

的成本效益和對社會大眾的績效責任，是獲得更多教育資源以及追求學術卓

越不可或缺的手段。張德銳(2000)也認為，要提高學校績效最好的辦法，就

是迫使學校自由競爭。就國內而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在學區制的保護傘

之下，長久以來，毋需煩惱學生來源及經費的籌措。但近年來，隨著家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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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選擇的自主性提高，加上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即使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國中

小學，也常面臨減班或撤校的危機，這樣的壓力感使得各個學校莫不極力調

整保守的經營模式，發展特色、提升學校辦學績效，以吸引或留住學生並建

立學校品牌與口碑，行銷理念的運用便常成為學校經營者永續經營的重要手

段。 

    Kotler 和 Fox(1995)在教育機構的策略性行銷一書中提出教育行銷的廣

泛性定義：「是一種縝密規劃方案的分析、計畫、執行與控制，此方案的設

計帶來目標市場價值的自願性交換以達成組織目標。」。Davies 和 Ellison 將

之定義為「校方積極地向學生、家長、職員、及更廣泛的社區溝通與推銷自

身目的、價值、及產品的手段。」。Foskett 則認為「是一個針對父母需求與

期望的滿足來提升效率的全面性管理過程，而不僅僅是產品與服務的銷售或

說服家長購買特定的教育計畫而已。」(引自 Oplatka & Brown, 2004)。因此，

學校的行銷不僅具有管理的功能，也是一種以學校與社區理想關係為基礎的

一種管理哲學。 

    具有教育功能的組織，包括正規教育體系亦即由小學到大學具有層級架

構之教育體制，和在正規教育體制外，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設計之有組織

之各類教育活動機構，諸如從事補習教育的各類補習班、從事在職訓練的職

訓班、推展社區學習的社區大學等。綜觀國內有關教育組織的行銷研究，依

據研究者於 96 年 9 月 30 日以「學校行銷」及「教育行銷」為關鍵詞於全國

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搜尋結果發現，相關之研究幾乎以正規教育各階段之學

校為研究範圍，以非正規教育如安親班、補習班、社區協會、社區大學等為

研究範圍者，僅有張銀釵(2004)一篇以社區大學為研究範圍而採用「教育行

銷」之名，其餘均僅以「行銷」稱之。而以正規教育各階段之「學校」為研

究範圍，而稱「教育行銷」者，則僅有數篇。分析發現，「教育行銷」之名

除可用於「學校」之行銷探究外，具有教育功能的其他教育組織在行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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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展上也可以「教育行銷」稱之，因而其範圍應涵蓋正規與非正規教育之

場域。而學校行銷之探究則只鎖定於正規教育之「學校」範圍之中，換句話

說，教育行銷研究範圍較學校行銷範圍略為廣泛。研究者比較教育行銷與學

校行銷之研究後發現國內研究者以「教育行銷」為名，而研究範圍為學校者，

其實質內容與學校行銷並無不同。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國民中學，屬於正規教育之義務教育的範疇，因而

本研究將採用學校行銷之名，以下所列國內學者「學校行銷」之定義也將以

義務教育階段的研究為主軸加以歸納及分析(表 2-1)。 

表 2-1 學校行銷定義表 

研究者(年代) 學校行銷定義 

許詩旺(2002) 將行銷觀念應用在學校，透過界定組織使命、進行情勢

分析、訂定教育行銷目標、教育行銷策略和行銷控制已

達成學校目標的完整歷程。 

林建志(2003) 將教育視為市場，學校運用市場區隔策略，確定目標市

場，運用優良的師資、課程、設備、學習資源、獎勵措

施、結盟夥伴、學生進路、宣傳媒體、結合學校、學生

及家長之間的交換價值過程，其目的在學校整體的教育

品質。 

謝水乾(2003) 學校透過計畫與執行相關活動，使社區、家長了解並支

持學校的辦學理念、教學方式、課程實施與相關活動，

使學生樂於就讀、老師樂於任教並且獲得社區資源，而

利於達成學校預期的目標，此依社會歷程，即稱之。 

邱慧俐(2004) 將行銷觀念應用在學校，從學校組織的分析規劃執行到

控制的完整運作過程，學校能清楚界定組織使命，進行

環境與資源的SWOT分析，並訂定可達成的行銷目標，

包括各項行銷策略來達成教育使命。 

黃義良(2004) 學校活用市場區隔的精神，建立特色定位，理解教職員

工、學生、家長等之需求、反應，並塑造優質的內部與

外部產品也透過推廣計畫與溝通執行，使上述對象能了

解並支持學校的辦學理念、課程教學與相關活動，增進

對校認同與滿意度，而所採取的一系列學校主管、內部

人員和外部顧客三者間價值交換的社會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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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續) 

研究者(年代) 學校行銷定義 

陳瑞相(2005) 學校為尋求永續發展、提升教育品質、競爭力，導入行

銷觀念，透過分析、規劃、執行、控制等系統運作，擬

定行銷計畫，進行SWOT分析，發展行銷策略如方案、

產品、人員、推廣、價格和通路等，使公眾及家長暸解

學校辦學理念、課程規劃、教學設計，進而成為學校教

育夥伴、認同學校，使學校獲得更多社會資源，滿足親

師生需求達成教育目標。 

郭喜謀(2005) 在學校的環境中，將一系列經過SWOT分析及市場選

擇、區隔與定位後的完整、規劃性的教育政策、活動、

課程、設備、學校資源等，以服務行銷方式，透過內、

外行銷策略如方案、產品、價格、人員、推廣、價格、

形象、通路與人員等具體活動來將行銷觀念應用在學校

內部與外部顧客，以使行銷對象在內外行銷及價值交換

的互動行銷服務過程中感到滿意，進而達成個人與組織

目標的完整歷程。 

鄭秀霞(2005) 學校行銷是學校審度內外部環境，感應師生之需求，分

析、規劃、執行、控制等系統方法，擇定行銷組合，透

過一系列精心設計的活動，進行內部行銷、外部行銷。

使師生正確了解、認同學校的辦學理念，支持、參與教

學及相關活動，且達成學校建立良好形象，學生樂學、

教師樂教、家長熱忱參與、社區樂於提供資源，而達成

學校教育目標之完整歷程。 

洪文政(2006) 將行銷觀念應用在學校上，透過一系列的行銷規劃程

序，如分析、策略、實行等階段，使社區、家長了解並

支持學校辦學理念、教學品質、課程的設計、實施等相

關活動，進而達成學校的目標使命。 

鄭佳宜(2006) 將行銷觀念運用於學校經營上，運用整體的行銷規劃，

增進家長、社會大眾對學校的了解，滿足顧客需求，並

同時提升學校形象與教育品質。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上列研究者的定義論述，可以發現學校行銷乃是將企業行銷之理念轉

化應用於學校組織之經營，利用各種行銷策略，進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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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顧客群而言，企業的顧客群包括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企業內部

員工、協力廠商、企業相關團體；學校顧客群則包括內部顧客學生及教職員

工；外部顧客家長、社區及相關大眾等；在行銷的規劃上，學校行銷運用企

業行銷分析、計畫、執行與控制等系統性的縝密流程來運作；在行銷策略上，

學校行銷除運用諸如產品、價格、通路、推廣等傳統企業的外部行銷策略外

並融入服務行銷的理念逐漸重視內部行銷面向策略的規劃；在行銷目的上，

企業行銷除達成組織目標及顧客滿意外，利潤的追求也是其重要目標，而學

校組織屬於非營利事業機構，行銷目的在滿足內外部顧客需求、達成組織的

教育目標，同時也冀望能爭取及獲得社區認同與支持致使招生無虞。 

    綜合以上分析，研究者認為學校行銷應該是一種是以學生、教職員工、

家長、社區及相關大眾為行銷對象，運用行銷管理之理念及策略方案，整合

利用相關資源，縝密設計能滿足服務對象及達成學校經營任務及目標之完整

規劃的歷程。 

 

参、學校行銷的特性 

    學校行銷兼具非營利組織與服務行銷之特色，其原因乃學校組織特性使

然。學校設立的目的在提供學生學習，傳授他們賴以改善生活及工作機會的

知識及技術，收入的學費或捐贈主要用於支付教師薪水及課程經營上(Kotler 

& Fox, 1995)，營利並非其終極目標。Kotler (1982)以所有權及營運目的將組

織分為民間營利組織、政府營利組織、民間非營利組織及政府非營利組織等

四類，而公立學校便歸屬於所有權為政府而不以營利為目的的政府非營利組

織的類別中。誠如許士軍(1988)所言「非營利組織就是不以營利為目的的組

織」，學校不以營利為目的的特性正符合非營利組織的之特質。另外，學校

教育乃以「教學」為中心，而教學本質近似於「服務」，因而學校行銷亦具

有服務行銷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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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組織不以營利為目的但其和服務對象之間仍然具有交換關係，諸如

學校、醫院、宗教團體、慈善事業、俱樂部、職業團體、學術文化團體等都

是(陳正男，1994)。因而，非營利組織為獲得支持，並爭取顧客接受其服務，

行銷活動的規劃與推動自有其必要。非營利組織行銷的行銷規劃大體上並未

脫企業行銷的原理或法則，但非營利組織具有多重群眾、多重目標、產品是

服務、群眾監督(Kotler & Andreasen, 1996)等異於營利組織之獨特性，學校

既具非營利性組織之特質，在行銷規劃執行前就必須先充分了解其特性，才

能制定有效的行銷策略。茲說明如下：  

(一) 多重群眾 

    非營利組織所面對的群眾除直接服務的顧客之外，還包括相關延伸的顧

客。Kotler 和 Fox (1995) 以大學為例，分析其所面對的公眾就有十六種之

多。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大學及其公眾 

資料來源：Strategic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 p.20), by 
          P. Kotler, & K. F. Fox, 1995, NJ: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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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圖 2-1 所示，學校所需面對的公眾群體非常多元，因而行銷時便

需針對欲行銷之目標市場群體，擬定適當的計畫及實施策略，行銷活動才能

發揮效用。 

(二)多重目標 

    企業組織通常以追求利潤為主要目標，而非營利組織因面對的是多重的

群眾，因而具有多重的目標。學校的任務眾多且目標複雜，諸如升學率及就

學率的提升、教學軟硬體設備的改善、滿足教師的需求、教職員工行政及教

學效率的提升、課程及服務的創新與增進，社區及家長的溝通互動及關係的

改善、達成政府機關政令等。然各目標之間卻不一定具有一致性，因此常會

發生衝突，欲制定完全合乎多重目標之策略似乎有所困難。因此，非營利組

織應藉由協商，以促進目標優先順序之共識，確認可接受的組織共同目標 

(劉德勝，1997)。 

(三)產品是無形的服務 

    非營利組織的產品可以是無形的勞務、服務或理念。學校所行銷的產品

是一種「服務」，服務的特色在於具有無形性、不可分割性、可變動性、易

毀滅性等特性(戴國良，2005)。對學校而言，學校所提供的產品是教學，而

教學過程類似服務(無形性)；產品的品質與老師的教學有密切的關係(不可分

割性)，又因老師教學方法的不同，學生所獲得的教育產品也便有所差異(可

變動性)，而教育產品是無法儲存的，在招生不足時就可能造成資源投資的

浪費(易毀滅性)，可見學校確實具有服務性組織的特性(黃曉芬，2003)。 

(四)群眾的監督 

    許多非營利組織受到政府的補助，享有免稅待遇。非營利組織主要提供

大眾所需的服務，因其面對的是多重的大眾，最容易受到社會大眾關切及監

督及外界壓力和輿論的影響。因而學校組織目標、使命等執行過程中常必須

面對大眾監督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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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學校異於營利組織之特質使得學校行銷面臨比營利組織

更加複雜的環境。不論是所面對公眾的多樣性、行銷任務的多元性抑或因產

品的無形性導致績效標準難以具體標準化的各種問題，在在使得學校行銷實

施的困難度增高。但正因如此，更顯出學校對行銷的需求與急切性。 

 

肆、學校行銷的功能 

    學校經營者推動學校行銷的目的，莫不希望因此為學校帶來利益與新契

機，尤其身處外部劇烈競爭的環境中及學校內部財源有限的情況下，行銷的

推動必須發揮出其最大功能與效用，行銷活動才具價值與意義。 

    Litten(1990)指出學校行銷的功能在傳達學校訊息、提升教育服務品質及

有效運用教育資源，同時也可將學校導向多元形式的競爭和多樣化的生態，

並促使學校的辦學效率與競爭力有效提升。 

    Kotler 和 Fox(1995)認為學校行銷的推動將產生四種主要效益：(一)使機

構的任務更加成功；(二)改善公眾及市場的滿意度；(三)吸引行銷資源；(四)

促進行銷活動的效率。 

    Connor(1999)則指出學校行銷的功能在於(一)提供學校教師及主管辦學

成功的忠告；(二)提升學校聲譽；(三)展現民族特性；(四)提供父母選擇資訊；

(五)招募新生；(六)爭取政府補助及籌募經費。 

    許詩旺(2002)認為學校行銷的功能有(一)提升學校效能與效率；(二)建立

學校形象；(三)塑造學校特色；(四)建立學校良好聲譽；(五)呈顯學校績效；

(六)招收優質或更多學生；(七)爭取家長的了解及認同；(八)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 

    黃義良(2004)歸納學校行銷的主要功能包括(一) 提升學校效能與效

率；(二)建立學校良好形象與優良聲譽；(三)塑造學校優質文化；(四)發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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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效益、達成學校目標；(五)宣達辦學理念與辦學績效；(六)獲致更多更優

秀的學生；(七)尋求家長的了解與認同；(八)爭取更多的資源和有效分配；(九)

增進學生、家長及社會對學校教育品質的滿意度。 

    吳宗立(2006)指出學校的功能在於(一)學校經營理念的傳播；(二)爭取資

源贏得信賴支持；(三)凸顯績效特色建立形象品牌；(四)激勵學校永續經營

的理念。 

    由以上學者的觀點不難發現，學校行銷功能不外乎提升產品的品質達成

組織目標(諸如學校目標的達成、辦學績效及教育品質的提升、優質文化的

塑造等)、成功的面對公眾(諸如爭取家長的支持認同與社區資源的投入、招

募及留住學生、提升公眾的滿意度等)等面向，學校行銷功能如能充分發揮，

相信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將更能適應及因應，對學校經營及永續發展絕對有

助益之功。 

 

伍、學校行銷策略性規劃 

    要能充分發揮行銷的功能，就必須將抽象的行銷概念化為具體的行動，

「策略性規劃」便是一個完整縝密的計畫性過程，透過這個流程中一連串的

步驟進行，將可協助機構組織將行銷帶往最理想的境界。Kotler &和 Fox(1995)

認為策略性規劃是「一種過程，用以發展及維持一種策略以使機構的目標及

資源和變動中的市場機會相配合。這種過程必須仰賴於機構明確使命、共同

的標的、目標及適當的執行」，其程序如圖 2-2，並說明於下(張在山，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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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策略性行銷規劃程序 

資料來源：非營利事業的策略性行銷(頁 234)，張在山，1991，台北市：授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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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定機構的整體使命、目標及標的 

    每一個機構的成立由使命(mission)開始，它闡述一個組織的哲學及價

值，說明組織期望達成的目標及理想。有些使命在機構成立之初就已確立，

但有些使命則須經機構內部不斷討論才達成共識與結論。使命說明「機構是

什麼」，它應力求可實現、具激勵性及與眾不同，使得機構的成員相信組織

目標並非遙不可及的夢想，讓他們感覺他們是最有價值機構中最有價值的一

份子。 

    以使命為方針，機構需為將來擬定主要目標及標的。目標具有可變性，

可依據機構當時著重的問題來擬定，諸如增進教學效率、吸引優秀學生、增

加學生數、改善教學設備、增加知名度等。但這樣的目標較為籠統，應以可

操作可衡量的形式重行表達，即為「標的」。例如「增加學生數」的目標無

法操作及衡量，如以「下學期秋季班增加學生數 15%」的陳述形式，將有助

於規劃、執行及控制來達成目標。 

二、評估外界環境的威脅及機會，以便擬定最有利的行銷計畫 

    評估外界環境的威脅及機會，對於行銷計畫的擬定，將有所助益。與機

構相關的外界環境不僅複雜而且經常變動，主要包括： 

(一)公眾環境(public environment) 

    公眾環境是一種群體和組織，他們對本機構一舉一動表示關切，其行動

足以對機構產生有利或不利的影響。 

(二)競爭環境(competitive environment) 

    是一種群體和組織，包括需求競爭者、同類的競爭者、服務方式的競爭

者及機構的競爭。機構必須了解競爭者的存在的事實，如發現競爭時，就必

須將策略重新評估，以確保策略的有效性及競爭力。 

(三)市場環境(market environment) 

    是一種群眾及機構，機構與他們一起工作完成使命，其組成包括客戶(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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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間商、原料供應者及財務支持者。就學校而言，此等群眾囊括顧客、

家長會成員、捐款的社會人士、補助經費的政府機關等，機構應探測該等群

體的需要、觀念、偏好、不滿等以作為規劃及改進的依據。 

(四)大環境(macro environment) 

    是一種大規模的基本趨勢，對機構足以形成機會或威脅。主要包括人

口、經濟、科技、政治、法律、社會文化等。面對大環境趨勢的變化，機構

本身無法控制只能接受。以國內而言，例如教師法的頒行，使得學校必須設

置教師評審委員會以因應教師聘任的問題。 

三、評估機構現有及潛在的資源及技術以應用於機會或對抗威脅 

    針對機構現有的及可能開發資源，例如經費、人員編制、設備及系統等

加以評估，以作為當面對機會或威脅時，機構內部或潛在資源如何調配及因

應，才可截長補短。 

四、決定行銷使命、目標及目的 

    經過先前步驟的分析與評估，機構須將所了解的情勢整合後發展出機構

的行銷策略。亦即將外界環境的機會及威脅與該機構的優缺點互相配合決定

行銷活動所要達成的機構整體目標及使命。 

五、釐定核心行銷策略以達成特定目標 

    「核心行銷策略」是指選擇目標市場、選擇競爭的定位和發展有效的行

銷組合，以求接觸並服務所選擇的顧客。玆說明如下： 

  (一)目標市場策略(target market strategy) 

     「市場」是指一些人，他們對於交換有實際的經驗或潛在的興趣，並

且也有能力來完成交換。就學校機構而言，目標市場就是指學校所要服務

的對象。不同的市場，包含了不同形態與需求的消費者，學校機構若能將

這些不同的市場加以區隔，將有助於目標市場的選定，以便行銷策略的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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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競爭性定位策略(competitive positioning strategy) 

    競爭性定位是發展傳播自己產品與競爭者產品二者間差異的一種藝

術。它的關鍵在於了解目標市場的群眾如何評估各競爭者並選擇其產品。 

完成目標市場的選定後，當務之急便是定位的任務，用來對抗其他的競爭

者。 

     根據 Ries 和 Trout 所提出的「定位」理論認為，定位始於產品，定位

不是在產品本身的價值或特性，而是指產品在潛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

他們歸納出五種應用於教育上的定位策略：1.依產品的獨特性而定位；2.

依產品的價格而定位；3.依產品所帶來的利益而定位；4.依產品的目標市場

而定位；5.與他校比較後而定位。學校機構應依據產品、特色、資源、目

標市場的反應和競爭者定位等因素，選擇最有利的定位方法(引自邱慧俐，

2004)。 

  (三)行銷組合策略(marketing mix strategy) 

    行銷組合是指組織用來影響目標市場和因應市場競爭的各種可控制的

工具。一般可分產品(product)、通路(place)、推廣(promotion)、和價格(price)

等四類，即通稱之 4P，其內容如下(邱慧俐，2004；黃俊英，2004b)： 

1.產品 

    包括品質、品牌、特色、包裝、式樣、服務等。學校的產品涵括如

學生的成就、學校的口碑、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優質服務、社區公眾

的認同等。 

2.通路 

    包括涵蓋區域、通路長度、位置、實體分配等，學校的通路涵括校

園內外環境、學校空間設計的便利性、交通等硬體層面及對外對話窗

口、網路遠距教學等軟體層面，其所指為顧客如何能便利的接近與了解

學校產品和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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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廣 

    包括廣告、促銷和公共關係等。指的是使顧客接受某一產品、服務、

理念的過程，包含了宣傳工具的運用、公共關係的營造等，如校刊、網

站宣傳、海報、宣傳品、各種說明會、座談、節慶活動等。 

4.價格 

    包括標價、折扣、付款期間和信用條件等。如學校的各項收費、獎

助學金、補助措施等。 

        除了 4P 的行銷組合之外，Booms 和 Bitner(1981)有鑑於服務業與製

造業之不同，將 4P 行銷組合增加人員(participants)、實體設施(physical 

evidence)、服務流程(process of service delivery)擴充成為 7P 的組合，其

新增之概念如下： 

    1.人員 

    人員策略所關注的是在行銷過程所參與的相關人員訓練及願景分

享(林慶川，2002)。員工是否具備適當的技能及工作熱誠，是影響服務

品質的重要因素，因而人員策略指的便是如何提升組織內部人員素質及

與組織外部所有關係人互動溝通的一切作為。 

    2.實體設施 

   硬體設備及環境的建構與充實，對組織績效提升會有輔助之功。如

充實電腦網路等資訊設備，可使老師在教學準備資料蒐集及教材組織製

作上更加便利及豐富，環境的整體規劃如綠化美化，可使校園整體氣氛

改善，可收境教之功。 

   3.服務流程 

       指的是傳送服務給顧客的機制與流程。服務也是屬於學校的產品之

ㄧ，透過縝密流程的規劃，可以讓學校服務的展現更加的完美，服務流

程必須計畫周詳，才能使服務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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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行銷組合策略乃為滿足目標市場內顧客需求所使用的各項行

銷活動(李春玲，2006)。換言之，行銷組合應適應先前所選定的目標市場，

才能發揮競爭的實力，掌握市場機會，達成任務。 

六、根據行銷功能建立組織及制度以確保所設計的策略能順利進行 

    組織與制度的建立，主要在確保策略的順利進行，因而它在行銷策略的

執行上扮演了一個重要的角色。組織結構方式係在定義與分配任務給特定的

部門及人員，建立職權線與溝通線，以及將決策與行動相互配合(黃天佑、

俞海琴、蔡淑娟，1990)。國民中學目前並未有行銷的專責單位，如果有心

推動行銷，則專責單位可能就必須增設或自現有體制的組織中重新分配與調

整。 

七、訂定詳細方案及辦法以執行核心策略 

    有了合適的策略之後，應進一步研擬具體的計畫方案，才能實現策略，

達成目標(黃俊英，2004a)。 

八、執行方案 

    方案擬定完成便須執行並加以落實，否則方案會形同虛設，有若紙上談

兵。 

九、建立衡量標準以測定方案執行期間及執行完畢的績效 

    策略與方案擬訂完畢應建立標準，以反映核心策略的標的與目標。如此

在執行時管理階層可以了解他們的策略、組織及技術所獲得的是否正如預

期。 

十、衡量成績並修定核心策略及戰術 

    策略與方案的執行會受到內部與外部環境變動的影響，內部因素諸如支

援不夠、或執行疏失；外部因素諸如政經情勢變動、重大天災等。因此在執

行時必須隨時瞭解與掌握內外部環境變動情形，並評估其對原策略方案的影

響，以便及時因應與調整或作為下次規劃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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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知，行銷規劃是一個縝密規劃的流程，最終在達成組織的

使命及目標。行銷規劃須與機構整體計畫相配合，與機構的整體規劃保持溝

通，並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動，隨時因應及調整策略，才有可能在市場中保持

優勢，才不至於在劇烈的競爭環境中慘遭淘汰。學校組織亦然，隨著社會、

經濟、政治與文化各方面的改變，學校若仍故步自封、以不變應萬變，對環

境的變遷欠缺敏感度而不思因應之策，自然會失去市場的競爭力，最終就可

能面臨關門的命運，因而行銷規劃的全方位流程，如果學校經營者加以借鏡

用於學校經營規劃上，相信對提升競爭力及校組織目標的達成絕對有助益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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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內部行銷理論探析 

   謝維齊(2005)指出，學校行銷管理的使用是學校經營中的重要策略，其

過程並不只侷限於學校特色的建立或知名度與社會認同提升的外部行銷而

已，內部行銷是外部行銷的先決條件，內部行銷的目的在求組織的最大發展

與目標的達成。由此可知，學校內部行銷乃學校組織內部的管理的策略之

ㄧ，是學校經營的重要內涵，也是學校行銷整體規劃的一部分，誠如吳宗立

(2004)所言，運用內部行銷策略凝聚組織成員，是學校行政運作的一種重要

手段。本研究旨在探討內部行銷在學校中認知及執行的現況，因此本節將依

序探析內部行銷的理論發展、定義、內涵及其相關研究。  

壹、內部行銷的發展與定義 

    自 1969 年「行銷概念擴大化」的論點被提出後，行銷的運用領域幾乎

擴展到所有類型的組織。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演進，服務業在現今社會

中已成為重要的行業之ㄧ，內部行銷的理念源自於服務業，有關服務業內部

行銷的理念也因服務業的崛起與日漸重要的地位而備受重視。越來越多的企

業管理者也體認到，組織成員的工作滿意度是企業運作成功的關鍵因素

(Piercy & Morgan, 1991)，Kale(2007)也指出以員工為中心的內部行銷，目的

便在促進組織的工作力，而內部行銷也同時是企業資產的重要決定因素

(Chang, 2005) 。 

    內部行銷的概念最早是由 Sasser 和 Arbeit 在 1976 年以服務業的角度，

提出內部行銷是基於員工就是顧客的想法，強調將服務工作銷售到員工市場

(employee market)以吸引最好的員工，而後 1977 年 Geroge 在其研究中也指

出「視服務接觸人員為內部顧客」的觀點，Thomas(1978)亦提出服務行銷的

三角架構，將行銷的範疇用企業、員工與顧客形成的服務金三角來建構，行

銷的理念不再侷限狹隘的對外部顧客的「外部行銷」，還必須視員工為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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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對內部人員進行「內部行銷」，並透過員工與外部顧客間良好的接觸，

產生關係聯結的「互動行銷」，提供優良的品質服務，並認為組織應先做好

內部行銷，接著才是外部及互動行銷的進行。國內湯堯(2001)將 Thomas 服

務行銷的金三角概念，轉換為應用於高等教育機構的服務行銷金三角架構

(圖 2-3)，此架構說明教育機構之內部、外部與互動行銷之對象內涵與其關

係。學校組織如同其他服務性組織ㄧ樣，整體行銷規劃當中須包含組織(教

育機構)對員工(教師及行政人員)的內部行銷。湯堯同時指出學校內部行銷的

施行是學校機構訓練組織內部人員的過程與方向，透過對員工的有效訓練與

激勵，提高員工的滿足並進而提供消費者滿足。Robinson 和 Long 認為服務

業的內部行銷策略也適用於教育活動的行銷，其原因乃教育組織所提供的是

服務而非實質的產品(王緻軒，2006)，諸如資訊、知識、物質及社會環境、

成功完成工作和達成組織目標所需的工具等(Keller, Lynch, Ellinger, Ozment& 

Calantone,2006) 

 

 

 

 

 

 

 

 

 

                   圖 2-3 服務行銷策略金三角 

資料來源：修改自學校經營管理策略：大學經費分配、募款與行銷(頁245)，湯 

          堯，2001，台北市：五南。 

高等教育機構 

內部行銷 外部行銷 

教師、行政人員 教師、學生、家長、

校友、相關團體 互動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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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行銷理念崛起的此三十年間，各學者對內部行銷的定義內涵大約可

匯整區分成下列數種觀點(沈洸洋，2002)，茲說明如下： 

一、視員工為內部顧客的觀點 

    Gronroos(1981)基於員工是顧客的觀點，提出將組織想法銷售給員工的

概念，認為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會產生以顧客為中心導向的組織。Berry認

為內部行銷是一種用來吸引顧客的類似行銷的工具，同時也可以吸引及留住

最佳的員工即「內部顧客」(引自Varey & Lewis,1999)。Berry並於1984年提

出對於內部行銷的看法，認為內部行銷乃將員工視為組織內部的顧客，而工

作為內部產品，在符合公司目標的前提下，以內部產品來滿足內部顧客的需

求與需要。」 

    國內蕭富峰(1997)在內部行銷一書中提及企業最稀有的資源並非原料、

生產技術或產品本身，而是受過良好訓練、具備服務導向的員工。他認為內

部行銷的出發點就是要重視員工，將員工視同內部顧客般的加以善待，這樣

的運作邏輯不僅可使員工與公司間有良性的互動關係發展，也可使工作順利

進行。因而視員工為內部顧客的觀點主要著重於組織重視員工並能滿足員工

的需求，以提升員工的滿意。 

二、策略性服務行銷觀點 

   Geroge(1990)認為內部行銷是建立服務導向組織的絕佳方式，內部行銷的

重點在有效的達成組織及其員工的內部交換，也是組織與外部市場成功交換

的先決條件，全體員工都是非專職行銷人員，內部行銷在使各階層員工都能

了解組織之經營，體認在顧客意識下的各種競爭活動，並願意依服務導向來

努力。 

   Piercy 和 Morgan(1991)認為內部行銷乃策略性方案之ㄧ，主要在在配合

外部行銷方案向組織內部所有單位及人員傳達行銷規劃內容，以便在方案執

行過程產生變革資源重新分配時，仍可得到組織內部相關部門決策者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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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Gronroos(1994)重新提出對於內部行銷的表述，其認為內部行銷乃透過組

織內部主動、近似行銷及整合協調的各種作為方式，讓員工所組成的內部市

場使在發展服務意識及顧客導向上，得到最好的激勵。 

    以上學者所持內部行銷觀點，在將內部行銷涵括於整體策略行銷規劃之

中，利用如同對外部顧客一般行銷的方式對員工行銷，不僅要讓員工具有顧

客意識及服務導向，並將全體員工涵括於整體行銷策略運作之中，讓他們也

能隨著整體行銷策略之運行脈動調整與適應，進而與組織共存共榮。 

三、類似人力資源管理觀點 

   一般企業的經理人大多認為行銷是贏取外部顧客的努力，與爭取員工無

關。學者為了強化公司對員工的重視及避免錯誤的認知誤導用人政策，希望

將行銷的觀念注入人力資源的管理運作，以期人力資源運作能跳脫昔日的窠

臼，因而特別強調內部行銷是一種以行銷觀點管理人力資源的一種哲學，用

以輔助及強化人力資源的管理(蕭富峰，1997)。 

    Tansuhaj、Randall 和 McCullough(1988)認為，內部行銷在員工發展上合

併多重的焦點，ㄧ個完整的內部行銷計畫應該包括員工招募、訓練、激勵、

溝通以及留任等活動。Collins 和 Payne(1991)指出內部行銷與人力資源密切

相關，運用行銷概念於人力資源管理部門的管理活動是適當可行的。此等內

部行銷論點即是以行銷的觀點對公司內部員工的人力資源管理的一種運

用。Joseph(1996)便認為，內部行銷其實就是一種行銷及人力資源管理的一

種應用，它結合了理論、技術及法則，來激勵、善用、及管理組織內部各階

層員工，以持續改進其服務外部顧客及相互服務的方法。吳三江 (2001)也認

為內部行銷是將員工視為工作夥伴所進行一系列人力資源管理。並指出內部

行銷不僅以員工為中心，也是以顧客為中心，著眼於行銷、組織行為及人力

資源等管理功能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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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學者的觀點在將內部行銷視為人力資源管理的運用，可說是一種人

力資源管理的哲學。透過內部行銷活動的執行，促使員工更具有服務意識，

對組織的任務與各項組織活動能更加了解，以達成服務外部顧客的品質提

升。 

    探究內部行銷諸多定義與觀點的精髓，大約可發現二個內部行銷的基本

信條。其一，內部行銷可視為傳播整體組織行銷責任的途徑；其二，內部行

銷在於鼓勵員工將服務環鏈中的所有人員都當作內部顧客而不僅是同事而

已(Sargent & Asif, 1998)。 

    以下將就上述三個觀點，將國內外學者內部行銷定義彙整於下(如表

2-2)。 

表 2-2 內部行銷定義表 

定義觀點 研究者(年代) 內部行銷定義 

Sasser 和 Arbeit(1976) 內部行銷是基於員工就是顧客的想法，
強 調 將 服 務 工 作 銷 售 到 員 工 市 場
(employee market)以吸引最好的員工。 

Gronroos(1981) 認為內部行銷是獲得具有工作動機及顧
客意識的員工，除了獲得具有顧客意識
的員工是不夠的，為了達到顧客滿意，
仍須靠其同事的共同合作才能達成，因
此必須整合與其顧客有關的不同部門人
員，並提出視員工為顧客的看法，強調
將組織銷售給員工的重要性。 

Berry(1981) 內部行銷是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將工
作視為內部產品，在符合公司目標的前
提下，以內部產品來滿足內部顧客的需
求與需要。 

視 
員 
工 
為 
內 
部 
顧 
客 
觀 
點 Greene, Walls 和

Schrest(1994) 
內部行銷是應用行銷哲學和方法到服務
顧客的員工身上，以運用與維持員工，
並確使員工努力做好工作。因此，內部
行銷是員工為內部顧客，是工作為內部
產品，並努力使內部產品能更加滿足內
部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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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定義觀點 研究者(年代) 內部行銷定義 

Cahill(1995) 規模較大的服務業中，組織成員應視彼
此為顧客，則服務提供者將在顧客導向
的一是下對待外部顧客。 

 

蕭富峰(1997) 內部行銷就是重視與肯定員工的價值與
重要性，並將精心設計的內部產品行銷
給這群內部顧客，以期能透過員工滿意
從而達到顧客滿意。 

Johnson, Scheuing 和

Gaida(1986) 
內部行銷為服務業用來讓組織員工清楚
組織使命及目標所付出的努力，並透過
訓練激勵及評價已達成組織所期望的目
標。 

George(1990) 內部行銷是為了達成利用整體管理程序
來管理組織各功能部門的目的，不僅要
確定各階層員工都能了解組織之經營，
體認在顧客意識下的各種競爭活動，確
使員工都願依服務導向來努力。 

Piercy 和 
Morgan(1991) 

內部行銷乃策略性方案之ㄧ，目的在配
合外部行銷方案，像公司內部各單位及
人員傳達有關行銷規劃內容，以便在因
方案執行產生變革而導致資源重新分配
時，仍能獲得組織內相關部門決策者的
支持。 

Gronroos(1994) 組織透過積極主動、近似行銷的作為

以及整合協調的方式，讓員工所組成

的內部市場，在發展服務意識及顧客

導向受到最佳的激勵。 

 

策 
略 
性 
服 
務 
行 
銷 
觀 
點 

 

沈進成、張延蓉(2002) 組織應視員工為內部顧客，運用行銷

的概念，並透過訓練激勵及評價等內

部溝通方式，以管理組織內各種交換

(互動)關係所涉及的活動，營造出有效

率之內部經營環境，使組織內員工清

楚瞭解組織使命與目標，並進一步具

備顧客導向及服務意識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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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 

定義觀點 研究者(年代) 內部行銷定義 

Tansuhaj(1988) 內部行銷事實上是一種著重於員工發
展的多重計畫。ㄧ個完整的內部行銷
方案應該包括員工招募、訓練、激勵、
溝通以及留任等活動 

Berry 和

Parasuramen(1991) 
內部行銷是透過展符合員工需求的產
品，以吸引、發展、激勵及留住組織
所要的優秀員工，屬於策略性的管理
哲學。 

Joseph(1996) 內部行銷其實就是一種行銷及人力資
源管理的一種應用，它結合了理論、
技術及法則，來激勵、善用、及管理
組織內部各階層員工，以持續改進其
服務外部顧客及相互服務的方法 

吳三江(2001) 內部行銷是將員工視為工作夥伴所進
行一系列人力資源管理。並指出內部
行銷不僅以員工為中心，也是以顧客
為中心，著眼於行銷、組織行為及人
力資源等管理功能領域。 

 

類 
似 
人 
資 
源 
管 
理 
觀 

點 

 
王銘傑(2004) 內部行銷就是人力資源管理部門運用行

銷觀念，以吸引、訓練、發展、激勵及
留住員工，亦即透過策略性人力資源管
理，以提高員工士氣、組織承諾及工作
滿足，同時經由對其服務對象之需求及
期望的充分了解，建立各部門間的協商
管道，以降低衝突及工作壓力，進而透
過行銷觀念交換程序，以提高工作績效
達成組織目標。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並部分參考自王翠品(2002)、郭振生(2003)。 

      

    國內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針對其研究的目的對內部行銷所下的定義，

也有些融合三種觀點而論述的，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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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學者內部行銷定義表 

定義觀點 研究者(年代) 內部行銷定義 

李是惠(2002) 內部行銷是將員工視為顧客，進行一
系列具行銷概念及組織動力的人力資
源管理活動，旨在獲取組織承諾，並
激發員工顧客導向行為。 

李宜珍(2002) 內部行銷乃是運用行銷管理、人力資
源管理及相關理論、方法與原則來管
理員工，旨在激發員工之顧客導向及
服務意識，以達到組織目標及使命。 

呂慈恩(2002) 內部行銷將組織員工視為內部顧客，
以組織內全體員工為對象，期望運用
外部行銷中的行銷哲學與實務做法，
整合組織資源達到最佳配置，透過創
造內部顧客的滿意並強化其服務的意
願與能力，來達到外部顧客的滿意，
進而落實組織服務文化與組織目標的
實現。 

郭振生(2003) 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並使用行銷觀

點來進行組織的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以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與工作滿

意。以達成組織目標。 

張嘉娟(2004) 組織應視員工為內部顧客，運用行銷
哲學、方法，透過訓練、激勵及教育，
將組織的願景、使命與目標推銷給員
工，以提高員工對組織的認同度與工
作滿意度，使組織成員都具有顧客導
向，創造組織服務文化，俾能對顧客
提供良好的服務，以帶來滿意的顧
客，達成組織目標。 

融 

合 

觀 

點 

黃義良(2004) 校長針對校內教職員工為對象，利用

多向溝通，凝聚共識；採支持、關心

等方式激勵同仁，提供進修與訓練，

鼓勵共同參與與賦予權責等方式，建

立共識，強化教學與行政服務，並增

進凝聚力與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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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定義 

觀點 
研究者(年代) 內部行銷定義 

陳岳男(2006) 組織視員工為顧客，並運用行銷哲學、

方法，透過訓練、溝通、激勵及支持等

策略，讓員工願意將組織的目標是為自

己使命，並從中獲致工作滿意極高度的

組織承諾，從而創造組織良好的服務文

化，以帶來滿意的顧客，創造組織績效。

 

吳佳玲(2007) 將全體教職員視為重要的顧客，針對教

師需求提出服務，透過管理支持、激勵

成長、凝聚溝通、專業發展、參與授權

等方式，使教師從教學工作滿足得以獲

致成就，提升教師對學校的認同與承

諾，並提高教學效能，進而促進社區民

眾、家長對學校的支持，最終達到提昇

學校整體效能為目標。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本研究乃以國民中學為研究範疇，探討學校組織運用內部行銷的概況，

因此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有關內部行銷的論述，本研究將學校內部行銷定義

歸納為「學校將員工視為顧客，重視及肯定員工的價值，運用行銷的概念，

透過管理支持、凝聚溝通、教育訓練、參與賦權、激勵鼓舞等行銷組合策略

的實施，提高員工對組織的滿意及認同，以提升組織績效、達成組織目標。」 

 

参、內部行銷內涵 

    國內有關專論內部行銷的著作，以蕭富峰(1997)之「內部行銷」一書為

代表。他認為內部行銷內涵應包括下列八個重點，茲分述如下： 

一、重視員工是最基本的原動力 

    內部行銷興起的原動力來自對員工重要性的體認。許多學者及專家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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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感受到員工的重要性，在服務業日益蓬勃發展的今天，對顧客而言，任何

一名服務人員均可代表企業。因而受過良好訓練具備服務導向的員工，才是

企業最重要的資源。 

二、視員工為內部顧客 

    內部行銷乃將外部行銷的作法運用到員工身上。亦即將員工視為內部顧

客，透過各種內部管道與努力，將精心設計的內部產品行銷給內部顧客，以

期達成凝聚共識、激勵士氣，進而提升企業整體的競爭能力。 

三、以行銷觀點管理人力資源的一種哲學 

    面對企業人力資源問題，許多企業經理人及行銷人員，常困於傳統認為

行銷是針對外部顧客所做的努力，與爭取員工無關的窠臼中，殊不知網羅優

秀的員工不僅能全面提升員工素質進而強化企業績效，更可能因而有效因應

日益激烈的競爭環境。因此，將行銷觀念應用於人力資源的管理中，具有強

化輔助之效。 

四、從員工滿意到顧客滿意 

    內部行銷的目的之ㄧ便是透過諸如肯定重視員工的價值及重要性、善待

員工或以行銷觀點管理人力資源等種種作法，贏得員工的滿意。唯有員工滿

意，才有可能導致持續的顧客滿意，也就是說員工滿意是顧客滿意的必要條

件。 

五、全員服務 

    經由內部行銷的努力，企業所有人員從高階主管以至於基層人員均須了

解所有的人員都是服務人員、都有其必須服務的顧客；所有的人也都須具備

提供良好服務的意識與能力，亦即內部行銷乃在塑造全員服務的內部共識，

並建立工作團隊的概念，唯有全員通力合作服務的提供才可順利進行。                 

六、員工是非專職行銷人員 

    非行銷部門的員工，在與顧客接觸過程中，仍或多或少背負行銷的責

任，因而有別於行銷部門的專職行銷人員，其餘員工均可稱之為非專職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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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除了自己的主要工作外，面對顧客時仍需扮演著某種行銷的角色。內

部行銷的任務之ㄧ便是讓所有非行銷部門的員工都能了解到自己在行銷的

重要地位，也必須學習培養擔任此等角色的能力。 

七、高階主管的重要性 

    高階主管在內部行銷過程中，除須以身作則為民表率外，需更積極有貢

獻的塑造並維持一種以服務顧客與員工的企業文化，並展現傾聽員工與顧客

心聲的意願與能力。企業推動內部行銷若失去高階主管的支持與參與，必定

困難重重。因而高階主管應深切體認本身在推動內部行銷所扮演的關鍵角

色，並須努力使自己成為其中的助力。 

八、賦予員工權力 

    賦予員工權力可使員工更加迅速與彈性的因應顧客的需求以解決顧客

的問題。賦予員工權力便是在幫員工鬆綁，讓他們可不必事事請示，而得以

隨機應變。 

    Berry 和 Parasuraman(1991)提出內部行銷包括下列七個要素，並指出若

缺乏其中一個要素將嚴重限制企業的內部行銷效能。 

一、爭取人才 

    良好的服務人員是服務行銷的關鍵因素，服務品質低落的主要原因乃在

雇用了錯誤的人員去進行服務。聰明的內部行銷者會利用各種多樣的方法及

優厚的薪資招募及留住優秀人才，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優秀人才會提高生產力

及服務品質使公司的獲得的報酬更多。 

二、提供願景 

    清楚的願景價值提供才能吸引激勵及留住優秀的員工。薪資或許能使一

個人繼續工作卻無法持續一個人的工作熱情。清晰的闡明公司的目標及期

望，為工作場所的員工帶來工作的價值與意義。 

三、人員執行的準備 

    提供各種學習的機會，使員工具備技能及知識，得以扮演完美的服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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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讓員工將學習視為一種信心的建立者、刺激的力量及自尊的泉源，因為

缺乏勝任感及自信感的員工是無法被激發去執行服務的。 

四、加強團隊運作 

    維持工作動機的重要動力之ㄧ是服務團隊隊友的存在。ㄧ個能互相協助

攜手執行任務的同儕互動團體是避免燒盡服務的強力解毒劑。團隊的介入與

參與將可能使團隊變得更有精神、更受鼓舞及更有趣。 

五、善用自由因素 

    當管理者以強烈的手段及操作手冊嚴格限制員工對消費者的行動自由

時，服務者的角色將變得如同機器一般。這種規則手冊將遏止員工的成長及

創意並將有能力的員工驅逐於外。良好的內部行銷意味著會給予服務者為消

費者創造及實現他們自己的機會。 

六、評量及回饋 

    員工的工作表現如果沒有加以評量或給予回饋，那麼內部行銷的目標是

會受阻的。藉由評量及回饋人們可以知道如何做的更好，以及了解做好是有

價值的。工作提供成就的機會，這正符合人類存在的需求，利用評量及回饋

正可藉此培養員工的成就感。 

七、了解消費者 

    對內部行銷而言，行銷的研究與外部行銷一樣的重要。以研究為基礎才

能決定工作-產品的設計以符合員工-消費者的需求。 

    綜合以上所述，內部行銷的重要內涵若應用於學校組織，可歸納成下面

數點來作說明： 

一、運用各項內部行銷策略，塑造員工成為提供服務的核心角色 

    學校兼具非營利事業及服務性組織之特色，學校所要服務的對象極為複

雜，而所有教職員工可以說都是服務的提供者，因而學校領導者如能體認此

內部行銷之內涵，運用各種內部行銷的具體策略，如提供各種教育訓練學習

的機會促使員工成長，培養員工成為優秀的人才；賦予員工適度的彈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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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給予其創造及實現自我的空間；利用各種激勵鼓舞的措施，留住員工使

其願意為組織效力；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透過各種管理支持與凝聚溝通的

措施具肯定其價值及貢獻，建立其自我尊榮感等作為的施行，將有助於培養

員工成為真正有能力提供服務的核心角色。 

二、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滿意的顧客，內部行銷是外部行銷的成功的基礎 

    學校績效的建立，要所有教職員工共同努力才得以完成。組織中的毎一

份子，都是組織中不可或缺的一員，即便是工友或警衛，在學校的運作中都

有不可輕忽的影響力量，內部行銷的最終目的在促進員工滿意，提升組織績

效，員工滿意是顧客滿意的基礎；而學校績效的展現更是學校外部行銷的堅

強後盾，否則徒有華麗的宣傳與包裝，有可能只圖得一時的假象，終將被唾

棄，正所謂「金玉其外、敗絮其中」是無法獲得顧客長久青睞的。 

三、內部行銷是一種全員行銷，行政主管扮演內部行銷的關鍵角色 

    學校政策的推動，除了上級交辦的事項之外，便是基於校長的辦學理念

所發展出來的各項願景目標的執行，因而校長是學校發長方向的重要舵手，

就內部行銷的推動而言，校長的認知與態度無疑扮演重要的決定性關鍵。而

各項事務推動過程中，校長底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各處室主任)更是執行過程

中的重要推手。內部行銷的內涵之ㄧ便是在全員行銷的團隊運作，它一種由

上到下的管理哲學，校長扮演關鍵性角色，而各處室主管的配合與支持更是

能否達到全員行銷的重要因素。 

      

肆、內部行銷組合策略 

    內部行銷組合策略乃組織在推動內部行銷時，所進行的各項活動或作

法，目的在達成組織內部行銷之目標。國內外學者對於行銷組合的看法，各

有論述，茲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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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學者 

Tansuhaj, Randall 和 McCullough(1988)提出服務行銷管理模式(圖 

2-4)，認為內部行銷計畫會影響員工之態度及行為。員工的態度及行為亦直

接影響到組織的外部行銷活動，而外部行銷活動的成功則會提高對顧客的態

度及行為的影響力。完整的內部行銷方案應包括招募、訓練、激勵、溝通以

及留任等活動。 

 

 

 

 

 

 

 

 

 

 

 

 

 

 

           圖 2-4 服務行銷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A serv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model: Integra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rketing function,＂by P. Tansuhaj, D. Randall, & J.  
        McCullough, 1988, The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1),  
        p.33. 
 
George 和 Gronroos(1989)提出內部行銷應有的作為應包括 

(一)管理支援：內部行銷最重要的是管理者的繼續支持，此種支持必須每位 

管理者和監督者提供，而且成為其工作的一部份。 

員工行為 
工作投入 
工作表現 

內部行銷 
招募 
訓練 
激勵 
溝通 
留任 

外部行銷 
價格 
廣告 
個人銷售 
形象建立 
品質管制 
行銷導向 

顧客態度及行為 
顧客忠誠度 
顧客品質期望 
顧客滿意度 

員工態度 
組織承諾         
工作涉入 
工作動機 
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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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練方案：使企業宗旨和策略被了解和接受，創造對行銷有利的態度，

使員工了解顧客關係和顧客滿意是每位員工的責任，以建立提供優良服務

之理念，並改善溝通和顧客服務的技能。 

(三)內部溝通：乃執行內部行銷策略的機制。 

(四)人事管理：每一位員工均需參與行銷，因此行銷和人事管理不能分開，

必須同時被考量。 

(五)外部活動：外部溝通也會影響員工的行為，內外部觀點應緊密結合，方

能確保公司對外承諾更確實。 

    Berry、Coant 和 Parasuraman(1991)指出，內部行銷是組織採取行銷觀

點，以吸引、發展、激勵等方式留任組織所需要的優秀員工。Piercy 和 Morgan

則利用外部行銷相同的組合結構--產品、價格、通路、溝通建構內部行銷計

畫，探討內部行銷在策略執行中的運用(引自沈洸洋，2002)。Conduit 和

Mavondo(2001)在其內部顧客導向對市場導向的研究中，將內部行銷規劃流

程分為市場訓練與教育、管理支援、內部溝通、人事管理、外部溝通等五個

構面。Saad、Rafiq 和 Ahmed(2003)以近似行銷的規劃性取向觀點，建構並

歸納出內部行銷組合的十一項元素，並論證內部行銷活動為影響組織競爭力

的重要角色，其內容如下： 

（一）策略的回饋（strategic reward）  

（二）內部溝通（internal communication）  

（三）訓練與發展（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四）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五）領導統御（senior leadership）  

（六）實體環境（physical enviroment）  

（七）員工的選用與願景（staffing, selection and succession）  

（八）跨功能協調整合（inter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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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獎勵制度（incentive system）  

（十）賦權增能（empowerment）  

（十一）工作過程的改善（operational / process changes） 

    Kale(2007)認為在緊密的勞動市場中，有十種主要的內部行銷行動可以

有效的運用於招募、留任及激發員工，使組織具有競爭力： 

 (一)積極爭取最好的人員( Competing for the best people) 

 (二)成為受喜愛的雇主(Becoming the preferred employer) 

 (三)將員工納入組織的遠景( Include employees in the company vision)  

(四)了解內部的消費者(Know the internal customer) 

(五) 雇用具競爭力與服務意向的員工(Hiring for competenciesand service  

inclination) 

 (六)專業技術的訓練(Training for technical and interactive skills) 

 (七)提供支持的基礎建設(Providing supportive infrastructure) 

 (八)充分獎賞完成任務的員工(Fully appreciating employees for work done) 

 (九)評量及回饋工作成果(Measuring and rewarding strong performance) 

 (十)溝通(Communicating) 

二、國內學者   

    針對國內部份內部行銷研究之策略，彙整如表 2-4： 

  表2-4 內部行銷策略彙整表 
      內容 
研究者 
(年代) 

內部行銷策略 

李是惠(2002) 內部溝通、外部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練、人事管理 
王翠品(2002) 內部溝通、外部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練、人力資源、管

理措施 
沈洸洋(2002) 內部溝通、訓練、激勵、招募、留任 
柯虹如(2003) 內部溝通、外部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練、人力資源管理

郭振生(2003) 溝通關係、管理支持、教育訓練、激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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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根據以上國內外研究者行銷策略組合並審視學校教育現場實際運作情

形，本研究將學校內部行銷分為下列五個向度層面，並將研究者述及的策略

彙整於表 2-5。 

(一)管理支持 

   根據表 2-5 共有 George 和 Gronroos 等十三組內部行銷研究者述及管理支持策

略。管理支持是指學校內部管理人員領導及支援員工的方式，包括合於員工

需求的各項資源之協助、學校各種規章制度、軟硬體環境的建立及情感的支

持。其目的便是在建立管理制度及建立適合員工員工工作的環境，使員工感

受到猶如顧客般的被善待與重視，這也正是內部行銷的重要內涵之ㄧ。  

(二)凝聚溝通 

    所有臚列於表 2-5 的內部行銷研究者均述及凝聚溝通策略。就溝通而言，

包括內部溝通及外部溝通，本研究針對組織內部作調查，因此主要以內部溝

通為主。凝聚溝通指的是學校為凝聚共識，促進組織成員訊息與意見表達，

塑造合諧互動的組織氣氛，所採取的各項作為。Greenbaum 指出組織溝通乃

組織內部成員在其工作職位上為達成組織目標所發生的訊息傳送與接受，其

      內容 
研究者 
(年代) 

內部行銷策略 

王銘傑(2004) 溝通、需求、激勵、代價 
黃義良(2004) 凝聚溝通、關懷激勵、教育訓練、優質環境、參與授權 
張嘉娟(2004) 內部溝通、外部溝通、激勵成長、管理支援、教育訓練 
簡竹屏(2005) 教育訓練、管理支援、內部溝通、外部溝通、人力資源管理、

賦權 
陳岳男(2006) 溝通、支持、訓練、激勵 
郭博安(2006) 內部溝通、管理支持、教育訓練、激勵獎酬 
曾朝楊(2007) 內部溝通、管理支持、關心激勵、賦權增能 
吳佳玲(2007) 凝聚溝通、管理支持、激勵成長、專業發展、參與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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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完成組織目標，在運作上則是成為組織的溝通網路(引自游婷熙，

2002)。因而溝通的目的在凝聚共識，凝聚共識的目的在促使成員對組織產

生向心力，並願意共赴組織遠景與目標，因此凝聚溝通策略的應用對組織運

作順利與否有不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三)教育訓練 

  根據表2-5共有 Tansuhaj、 Randall 和 McCullough等十六組內部行銷研究者述

及教育訓練策略。教育訓練指的是學校為促進員工專業成長，鼓勵或提供員

工的各種進修、訓練機會或管道。員工不斷的精進成長，是組織維持高度競

爭力的基礎，經由適當與持續的教育訓練過程，不僅可使員工的觀念汰舊換

新，服務觀念與態度也能得到正面的改善，最重要的在工作能力上也可有效

的提升，當工作能力提升，能夠勝任工作、因應危機、面對挑戰，員工自然

能展現高昂的服務熱誠並自工作中獲得滿足。當所有員工水準都向上提升

時，組織自然擁有豐厚的戰鬥力來面對競爭激烈的外在環境。    

(四)參與賦權 

   根據表2-5共有Saad、Rafiq和Mavondo等五組內部行銷研究者述及參與賦權策

略。參與賦權係指學校為使員工參與校務決策或專業自主所實施的制度或作

為。隨者時代的演變，學校的生態逐漸走向民主與開放，學校領導者權力下

放，擴大決策參與的結果，不僅授與部屬做事的權力，也讓部屬有能力做事，

更可彰顯領導者尊重部屬的風範，提升部屬的專業能力，讓每個成員對組織

產生責任意識。 

(五)激勵鼓舞 

    根據表2-5共有Tansuhaj、Randall 和 McCulloug等十二組內部行銷研究者述及

激勵鼓舞策略。激勵鼓舞係指學校為提升員工士氣與激發員工成就感，所採

取的各項有形或無形的制度或作為。激勵的目的在提升員工士氣，員工士氣

的提升可以產生較高的生產力及工作績效，因而組織內部諸如各種內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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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性或非財務性報酬制度的建立是內部行銷中提升組織績效不可或缺

的手段與策略。 

表2-5內部行銷五大策略彙整表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經由上述內部行銷定義、內涵及內部行銷組合的探析，研究者綜合國內

外學者的看法並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將學校內部行銷分成以上五個策略

向度層面，因此在問卷發展上便以此五個層面為編製基礎，用以了解桃園縣

學校內部行銷的概況。 

策略 
研究者 管理支持 凝聚溝通 教育訓練 參與賦權 激勵鼓舞

Tansuhaj，Randall 和 
McCullough(1988)  溝通 訓練  激勵 

George 和
Gronroos(1989) 管理支援 內部溝通 訓練方案   
Conduit 和
Mavondo(2001) 管理支援 內部溝通

市場訓練
與教育   

Saad，Rafiq和 
Ahmed(2003)  內部溝通

訓練與 
發展 賦權增能 獎勵制度

Kale(2007) 提供支持
基礎建設

溝通 專業技術
訓練  充分獎賞

李是惠(2002) 管理支持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王翠品(2002) 管理支持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沈洸洋(2002)  內部溝通 訓練  激勵 
柯虹如(2003) 管理支持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郭振生(2003) 管理支持 溝通關係 教育訓練  激勵成長
王銘傑(2004) 需求 溝通   激勵 
黃義良(2004)  凝聚溝通 教育訓練 參與授權 關懷激勵
張嘉娟(2004) 管理支援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激勵成長
簡竹屏(2005) 管理支援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賦權  
陳岳男(2006) 支持 溝通 教育訓練  激勵 
郭博安(2006) 管理支持 內部溝通 教育訓練  激勵獎酬
曾朝楊(2007) 管理支持 內部溝通  賦權增能 關心激勵
吳佳玲(2007) 管理支持 凝聚溝通 專業發展 參與授權 激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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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校內部行銷相關研究 

壹、內部行銷研究 

    實施內部行銷，自然是希望它對組織帶來良性的影響與改變，否則一切

的策略運行或作為將形同浪費。有關內部行銷的研究日益受到重視，從國內

近幾年以來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以內部行銷為研究變項之學位論文數量

之概況可窺其端倪(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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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91-96 年內部行銷論文統計 

 

     研究者發現，此類研究除少數以製造業為範圍外，其餘都以服務業為

主，其所涵蓋的範圍幾乎包括服務的各行各業，如金融保險、休閒服務、住

宿餐飲、醫療保健、行政機構、教育服務、運輸通信等。其研究主題者大多

以內部行銷為主要變項探討其與工作滿足、工作士氣、組織承諾、工作績效、

離職傾向、工作壓力等變項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內部行銷的各項作為

確實會為組織帶來正面的影響。如康譽瓊(2001)、王翠品(2002)、王銘傑

(2003)、孫傳宗(2004)、游旻羲(2004)、呂美芬 (2007)、盧香如(2007)等均發

現內部行銷作為對工作滿足或滿意帶來正向的影響關係；吳三江(2001)、孫

傳宗(2004)指出內部行銷對組織承諾有正向影響；王銘傑(2003)、孫傳宗(2004)

認為內部行銷有助於減低工作壓力；王翠品(2002)、游旻羲(2004)發現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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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會降低離職傾向；王銘傑(2003)、盧香如(2007)發現內部行銷可提高工

作績效。 

    另外，國外的研究當中如 Richardson 等人針對銀行員工，於內部行銷計

畫實行前後兩階段做實證研究，藉顧客來評斷員工服務品質最後也發現內部

行銷計畫確實會對員工所提供的服務品質產生影響；Tansuhaj 等針對大型信

用卡聯盟之二家分公司進行個案研究，認為內部行銷概念的執行產生較高的

工作努力及較佳工作績效(引自簡麗環，2001)。 

    綜合以上所述，對組織而言，員工的工作滿意、工作績效、組織承諾都

是影響組織績效的重要元素。劉秀曦(2002)也提出有滿意的組織成員，才有

滿意的外部顧客，內部行銷是外部行銷成功的關鍵與前提，因而對於內部行

銷的實施應予肯定並重視其價值。 

 

貳、學校內部行銷相關研究 

ㄧ、學校行銷研究之內部行銷內涵 

    國內學校行銷的研究，大部分都以問卷調查方式藉由填答者個人的覺知

間接了解學校組織的行銷現況。研究者藉由其所使用的量表工具中數個層面

的資料分析，來呈現整體學校行銷的概況輪廓。在該等研究所設計的研究工

具中，少有以內部行銷、外部行銷、互動行銷等三個向度為分類基礎來評量

整體學校行銷的情形，所採用的多半是以行銷組合策略的方式來進行調查。

其所主張的行銷策略中，其實可分別歸屬於內部、外部、及互動行銷的向度

領域，以下以邱慧俐(2004)「雲林縣國民中學學校行銷策略認知與現況之調

查研究」為例，分析其量表中各組合策略內涵與內部、外部、互動行銷之關

係。 

    邱慧俐將學校行銷分成產品策略、促銷策略、價格策略、通路策略、人



 53

員策略等五個構面進行調查，其中產品策略共有七個題目、促銷策略有九個

題目、價格策略有十個題目、通路策略有九個題目、人員策略七個題目，茲

分析如下(表 2-6)。 

    依照研究者對內部行銷的定義，邱慧俐(2004)所提出的五大策略中以人

員策略各個題項的內容明顯可歸屬於內部行銷範疇。其中在第 1、2、4、7

題可視為內部行銷的「凝聚溝通策略」向度，另許詩旺(2002)學校行銷方案

策略中的「本校常利用各種集會時間，向全校師生說明重要措施與活動」亦

屬之；第 3、5、6 題則可歸屬於內涵內部行銷的「激勵鼓舞策略」向度。而

產品策略中第 3、4、5 題則可歸屬於內部行銷的「教育訓練策略」之範圍，

許詩旺(2002)方案策略中的「學校提供教師成長機會，有助於教學效能」亦

屬學校內部行銷「教育訓練策略」之範疇。由以上分析可知，國內有關學校

行銷研究，在其學校行銷探索的標的中或多或少涵括了內部行銷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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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學校行銷問卷分析 

歸屬領域 
行銷 
策略 

量表題目 內部 
行銷 

外部 
行銷 

互動 
行銷 

1.經常辦理各項活動，展現學生的學習成

果。 
   

2.提升學生學力測驗成績，提升知名度。    
3.提高教師專業能力，豐富教學經驗、使

用具教學創意之教學方法。 
  

4.強化教師班級經營能力，提高教學績效。   
5.強化教師教學效率，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教學績效。 
  

6.設計具有特色的學校課程，提供多元學

習管道。 
   

7.做好生活教育使學生生活常規良好，氣

質高雅。 
   

  產 
  品 
  策 
  略 

8.建構健康校園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1.學校利用大眾傳播媒體、校刊、海報及

宣傳品等，宣傳學校重要訊息及措施，塑

造形象。 

   

2.學校經常利用親師座談的機會與家長溝

通了解學生的學習及生活狀況。 
  

3.設置家庭聯絡簿、聯絡專線或電子信箱

以利與家長聯絡學校事宜。 
  

4.設計別緻之識別系統建立向心力。   
5.參加社區及會宣導介紹學校特色。    
6.辦理社區服務傳達善意。    
7.發行贈送印有學校遠景及標誌的紀念品

爭取認同。 
   

9.辦理教學成果發表活動、成果博覽會獲

體育競賽展現績效。 
   

  促 
  銷 
  策 
  略 

 

10.學校成員經常拜訪社區人士說明辦學

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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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 

 
 
 
 
 

歸屬領域 
行銷 
策略 

量表題目 內部 
行銷 

外部 
行銷 

互動 
行銷 

1.提供獎助學金，鼓勵優秀學生就讀。        

2.學校對清寒學生會主動提供減免各向費

用的機會。 
       

3.對在學優秀學生提供獎助學金。    

4.學校能提供方便便宜及有效的課業輔導

課程。 
   

5.依政府規定標準收費不另立名目收費。    
6.學校與各類廠商合作給予本校學生特別

折扣。 
   

7.設置特殊需要學生獎助學金，幫助學生

專心就學。 
   

8.舉辦學生假期研習營對，免費增加學生

學習機會。 
   

9.積極爭取學生各項費用之補助。    

   價 
   格 
   策 
   略 

10.免費提供學生參與補救教學活動。    
1.校園環境規劃完善，且整體校舍相配合

有利師生使用。 
   

2.充實並開放各領域專科教室設備適時支

援教學需要。 
   

3.學校設置體育班、資源班、資優班等提

供適應學生個別差異之學習型態。 
   

4.學校提供交通車定點接送服務，方便遠

距提學生上下學。 
   

5.配合家長工作時間，設置課後輔導班。    

   通 
   路 
   策 
   略 

6.設置對話窗口，適時作好親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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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學校內部行銷研究 

    國內內部行銷研究當中以學校為研究範圍者，據研究者自全國博碩士論

文資訊網搜尋所得發現，數量並不多，其中大學院校三篇、高職一篇、國小

七篇，其研究內容如表 2-7。   

 

 

   

歸屬領域 
行銷 
策略 

量表題目 內部 
行銷 

外部 
行銷 

互動 
行銷 

7.建置學校學習網站提供學生隨時學習機

會。 
   

8.與其他學生學校或機關組織策略聯盟，

增加學生學習管道。 
    

 
9.提供信用卡或金融轉帳方式，方便家長

隨時支付學校各項款項。 
   

1.學校的行政決定都能獲得多數同仁的支

持。 
   

2.教師充份參與校務，落實校務會議決

定，以發揮團隊精神。 
   

3.充分授權落實分層負責制度，以激勵學

校成員工作士氣。 
   

4.定期召開同仁的座談會，暢通彼此的意

見。 
   

5.建立獎勵學校成員參與學校行銷機制。    

6.設置教師聯誼中心以提高教師工作士

氣。 
   

   人 
   員 
   策 
   略 

7.辦理同仁聯誼自強活動，增進情誼改善

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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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學校內部行銷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究範圍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 

尤玲妙 
(2003) 大學 教職員工 

私立大學校院內部行銷作為與

顧客導向之關聯性研究－以 S
大學為例 

郭振生

(2003) 台南地區國小 國小教師 內部行銷導向、組織承諾、工

作滿意與學校校能關係之研究

陳岳男

(2006) 台南縣市國小 國小教職員工
內部行銷策略對組織承諾的影

響歷程之研究 
郭博安

(2006) 高雄縣市國小 國小教師 內部行銷知覺、組織承諾與教

師背景三者之關係研究 

黃俊傑

(2006) 屏東縣國小 國小教師 
屏東縣國民小學內部行銷、教

師組織承諾與組織公民行為關

係之研究 
鄭淑麗

(2006) 技專院校 圖書館員 台北縣市技專校院圖書館內部

行銷與館員工作滿意度之研究

游冠蓉

(2006) 高職學校 高職教師 高職學校內部行銷作為與教師

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 
吳佳玲 
(2007) 國民小學 國小教師 國民小學內部行銷作為與教師

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 

曾朝楊

(2007) 國民小學 校長 國民小學校長內部行銷知識表

徵之研究－以課程領導為例 
劉洸良

(2007) 彰化縣國小 國小教師 內部行銷、工作滿意與工作投

入關係之研究 

盧香如

(2007) 大學 行政人員 
大學行政人員內部行銷、工作

滿足及工作績效之關聯性研究

─ 以某大學為例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以上分析發現，學校內部行銷研究以國小為對象者最多，而國中付諸

闕如。其實，就目前教育實境來說，國中與國小雖同屬義務教育，但相異之

處卻甚多。例如，國中在教學的分工上較國小精細，各個科目幾乎都由不同

的老師擔任，而國中需面對升學的壓力，因此在教學模式上也比國小複雜多

元(如分組教學的實施、補救教學的進行等)；另外國中生正處於人生的狂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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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師面臨的學生管教輔導的壓力也很大。因此對國中校園而言，其實內

部行銷需求甚殷，學校經營領導者如果可以透過內部行銷的運作，充分發揮

內部行銷之功效，使教職員工在工作上能獲得充分支持及資源，能因為激勵

制度的建立，使每位員工得以展現最佳的熱誠與活力，並能在組織規劃的持

續性訓練中不斷精進專業能力，那麼相信絕對可以提升內部員工的滿意及對

學校的認同，繼而創造優良的組織績效。故而，如同前研究動機所述，本研

究希望在此領域作初步的探索，瞭解國中學校組織內部行銷的現況。 

 

貳、學校內部行銷背景變項相關之研究 

    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關國中學校內部行銷之研究，因此有關各背景變

項在內部行銷認知及學校實際運作情形的現況，將以文獻中相關研究之研究

結果說明之，或採學校行銷相關研究中其行銷策略或作為涵括內部行銷要素

之研究說明之。 

一、性別 

    張松茂 (2001)、黃秋萍(2005)所作的研究指出女性在內部行銷知覺高於

男性；而沈洸洋(2002)發現男性在內部行銷的表現上高於女性，郭振生

(2003)、郭博安(2006)、吳佳玲(2007)的研究也指出男性教師在內部行銷導向

知覺上高於女性教師，然盧香如(2007)研究指出男女性行政人員在內部行銷

認知上並無差異。 

二、年齡 

    郭振生(2003)的研究指出年齡較長的教師在內部行銷導向知覺上高於年

齡較輕之教師；黃俊傑(2006)也指出年長之教師內部行銷知覺較佳；吳佳玲

(2007)指出年齡在41-50 歲、51 歲以上的教師所知覺到內部行銷作為顯著高

於年齡在30(含)歲以下的教；邱慧俐(2004)研究指出不同年齡的國民中學學

校成員在整體行銷的實際運作知覺上達顯著差異；黃金地(2005)發現年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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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歲至50歲」以上之學校成員對學校策略各層面重要性認同與實際運作知

覺較積極。 

三、教育程度 

   郭振生(2003)、吳佳玲(2007)發現教師在整體內部行銷的導向知覺上，不

因最高學歷不同而有所差異。郭博安(2006)研究指出，研究所畢業者在內部

行銷知覺上顯著較高。邱慧俐(2004)研究指出不同教育程度的成員在整體行

銷的實際運作知覺上達顯著差異。黃金地(2005)發現學歷在「研究所以上」

之學校成員對學校策略各層面重要性認同與實際運作知覺較積極。  

四、服務年資 

    郭振生(2003)發現服務年資較長之教師，在內部行銷導向知覺上高於年

資較輕之教師；吳佳玲(2007)發現服務年資21年以上的教師，知覺到內部行

銷作為顯著高於服務年資在5(含)年以下的教師；陳文宗(2004)發現21年以上

服務年資的消防人員，在內部行銷作為最滿意，且有顯著差異存在；黃俊傑

(2006)也指出資深教師，內部行銷知覺較佳。。 

五、現任職務 

    郭振生(2003)、郭博安(2006)、吳佳玲(2007)發現兼任行政工作之教師，

在內部行銷導向知覺上顯著高於未兼任行政工作之教師；黃俊傑(2006)也指

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內部行銷知覺較佳。黃金地(2006)發現，職務為校長、

主任、組長者對學校策略各層面重要性認同與實際運作知覺較積極 

六、學校規模 

    郭振生(2003)發現，學校規模較小之教師，在內部行銷導向知覺上高於

學校規模較大之教師；郭博安(2006)研究指出，學校規模小之教師在內部行

銷知覺上顯著較高，黃俊傑(2006)研究指出小型學校之教師，內部行銷知覺

較佳；吳佳玲(2007)指出學校規模在12班以下的教師在內部行銷作為知覺上

高於規模在13~24 班和25 班以上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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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位置 

    郭振生(2003)發現，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師，在內部行銷導向知覺

上最高，其次為服務於城市地區學校之教師，最低為服務於鄉鎮地區學校之

教師；黃俊傑(2006)研究指出偏遠及離島型學校之教師，內部行銷知覺較佳；

吳佳玲(2007)發現，偏遠地區學校在內部行銷作為知覺上高於鄉鎮地區和市

區的學校。 

    綜合上述有關各變項在內部行銷知覺與學校實際運作情形的研究結

果，並未完全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受到研究對象、研究工具或組織特性等等

因素的影響，因而有關背景變項值得再加以探討。 

 

参、學校內部行銷實施之問題 

   學校推動行銷的困境，根據國內學校行銷研究的發現，大約可以下列數

個向度來做說明(黃義良，2004)： 

ㄧ、在觀念方面：教師家長或學生缺乏正確的行銷觀念，或是存有傳統推銷

的認知與迷思。 

二、在組織上：學校缺乏專責的規劃與推行單位，亦無專人負責，因而導致

行銷推展時無法周延。 

三、在經費上：行銷活動的推行仍需經費的支援，有關公立學校本身的經費

逐年減少，可以運用的額度甚少，私立學校雖然彈性較大，但受限於有限經

費，推動起來仍無法揮灑自如。 

四、人員上：在行銷活動的推展上，高階主管扮演重要的角色，不過黃種世

(2003)、許詩旺(2002)、謝水乾(2003)等許多研究卻發現校長不夠重視、行政

人員太過忙碌無暇行銷等問題。 

    國內的學校行銷研究多聚焦於外部的行銷，有關少數學校內部行銷的研

究並未觸及內部行銷推動可能的問題或困難，誠如前述，內部行銷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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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內部員工的滿意，繼而產生外部顧客的滿意與支持。學校組織在行政體

系上，是一種科層的官僚體系，層級節制、職位權責劃分清楚；在教學系統

上、行政單位與教師、學生之間又呈現聯結鬆散的特性。因此，學校校長或

行政單位主管應突破階級藩籬與教師與學生溝通，了解他們的心聲，作為決

策的參考，以凝結內部共識，有效激勵員工提升員工對組織的滿意度與向心

力的各項內部行銷作為，促使個體將專業充分發揮，達成創造組織良好的績

效的目標。因而本研究將由內部行銷策略各向度來了解內部行銷困難及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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