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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校發展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已是二十一世紀教育變革的重點之一。然

而，學校要成為一個實質的學習型組織並非易事，它涉及到學校外部環境（如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面與教育有關之因素）影響到學校內部組織及結構（如

學校組織、學校文化與工作環境等因素），而導致教師對學習型組織的感覺、認

同、參與及投入有不同的反應，致使學校在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中，可能因

諸多未知、模糊或誤解的因素而產生許多外顯或潛在的衝突與挫折。相當多的學者

在其參與推動學校組織學習的方案活動中都提出類似的發現。 

本文從巨觀層次探究分析影響學校「學習型組織」發展的可能因素，以瞭解

目前學校在進行有形或無形的學習型組織方案時，校內人員對外部教育環境與學校

內部組織結構影響其學習型組織活動的感受與態度，並提出結論與啟示供有志推動

學習型組織方案的行政單位與學校作為實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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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om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for schools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ality, a school is not easy to become a “re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both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nal structure, 

which affect schools become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Some unknown factors lead to 

implicit and explicit conflicts and frustrations among teachers as they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organization, which will impede schools to transform into the learning schoo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school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structure influence schools to form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by using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ers would provide som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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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與研究目的 

「學習型組織」、「組織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學習型學

校」（learning school）等名詞雖異，然

其基本理念相似（張明輝，1998），目

的均在使一個組織及其成員能夠不斷地

共同學習，協助個人心智模式、專業知

能及系統化思考的成長，進而彼此願意

分享觀點，強化及擴充個人的知識與經

驗，並逐漸改變整體組織行為，以增進

組織適應及創新能力。在教育改革的發

展過程中，學校內逐漸出現許多不同名

稱或性質的「學習團體」，如教師會、

讀書會、教學研究會、班群、焦點成長

團體，提供教師進行相關專業成長的學

習活動。然而，其呈現的本質、內容、

參與者動機及感受、存在生命期、實際

效果等是否如「學習型組織」理論所

述，皆有正面的成效，並促使學校成為

一個真正的學習型成長團體？從常識經

驗中發現，目前學校推動「學習型組

織」活動確實受到某些現實因素的限

制，導致類似「學習型組織」的活動不

是逐漸蛻變脫離原意，便是遭受組織內

成員排斥、「只能做，不能說」，或是成

為少數特定教師的「專業」活動等特異

現象。Senge等人（2000）曾指出：組

織在決定改變一些規定或推動一項創新

措施以改進學校系統之前，如果未先與

其教師溝通，瞭解他們「想的是什

麼」，那麼推出的新方案、策略或組織

架構將在一段時間後消失，整個組織可

能又回到過去的狀態。甚者，可能造成

「延宕或破壞」組織發展的現象。因

此，學校欲推動及發展學習型組織時，

前述現象除表面與「人」的因素有關

外，是否仍受其他干擾因素的影響？ 

巨觀而言，學校組織會受外部環

境因素的影響。過去，許多學者從事組

織如何因應外部環境因素變遷的對策研

究（例如 Aldrich, 1979; Hannan & 

Freeman, 1989; Haveman, 1992），這些

研究透露出外部環境因素對組織造成的

衝擊、不確定性、限制或敵意，以致影

響組織內部的要素或狀況的表現與內

涵，包括成員對組織所訂定的任務、目

標與願景的認知，內部權力的行使與分

配，以及合理性的行動實踐，這些都可

能直接或間接造成組織與其個別成員的

改變。 

微觀而言，學校組織的內部要素

或狀況會影響成員對推動學習型組織的

認知及參與行為。雖然，促成組織學習

及改變實際上是以其成員為主，但是領

導者扮演的角色（Lam, Wei, Pan, & 

Chan, 2002），特別是校長的領導風格

與能力常是推動組織學習的關鍵因素

（Kofman & Senge, 1993; Mohrman & 

Mohrman, 1995）。從一般常識經驗也發

現，學校領導者常會影響其組織的行政

革新、形塑學校文化風氣、營造工作情



310 教育與心理研究 27 卷 2 期 

 

境、激勵同儕合作的表現，無論協商、

決定到行動實踐，他（她）左右了整個

組織成員的規範、價值、信念與對結果

的預測（ Johnston & Wartel, 1998; 

Karpicke & Murphy, 1996），而這些都

是影響成員對組織推動學習型組織的認

知及參與的內部因素。 

從實務層面觀之，學校要成為一

個「實質的」學習型組織並非易事，本

身除了需要長時間實踐有關「學習型組

織」的操練（practice）以累積具體的

實務經驗外，推動「學習型組織」的概

念及活動當然與學校外部環境，如與教

育有關之集權化（centralization）與去

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政策思想

（政治層面）、教育經費或有效資源提

供（經濟層面）、社會期待與價值取向

（社會層面）、本土化或語言（文化層

面）等因素有關，這些外部環境的條件

直接會影響到學校內部的組織與結構

（如教師對學校組織、行政領導、學校

文化與工作環境等因素的感覺、認同、

參與及投入），致使學校在發展成為學

習型組織的過程中，可能因上述因素的

未知、模糊或誤解而產生許多外顯或潛

在的衝突與挫折，而影響學校發展成為

一個實質的學習型學校。 

在教育領域中探究有關「學習型

組織」或「學習型學校」之議題時，須

從「整體系統觀」的角度來分析學校推

動「學習型組織」的實際情形，它不僅

須探究學校成員對參與學習成長活動

（或曰學習型組織）的意願、態度與感

受是否受校內組織與結構要素（如行政

領導、學校文化風氣、組織氣氛、工作

與教學情境等要素）的影響？而且也要

分析學校外部環境因素是否和學校內部

組織與結構要素的改變有關，進而間接

影響到學校學習型組織的成形與持續發

展？單視組織內部因素或外部環境影

響，其所蒐集的資訊並無法周延地釐清

學校推動「學習型組織」的狀況。本研

究擬自學校組織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

探究到組織內部結構變化，再據之分析

成員對組織的態度與行為呈現情形，以

發現學校實際推動成為學習型組織的真

實圖象。 

本文由「整體系統觀」的角度探

析學校推動「學習型組織」的情形，主

要在瞭解學校外部環境因素與其內部組

織結構如何影響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組

織。具體而言，那些外部環境的因素與

學校內部結構組織的要素會影響教師參

與學習型組織方案的動機、意願、改

變、滿意或衝擊等行為的呈現，而這些

交互影響因素又如何促使學校發展成一

個學習型學校。因此，本文旨在： 

1.釐清影響學校「學習型組織」的

整體性概念，並歸納其影響要素與模

式。 

2.瞭解學校外部環境因素、學校內

部組織與結構，及成員參與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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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間的關係。 

3.建構後續研究之基礎，據之選擇

高學習型組織學校與低學習型組織的個

案學校，進行深度觀察與訪談之質化研

究，以提出更為周延之發現、結論與建

議。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以統觀角度探究學校外部環

境與內部結構對其學習型組織形塑及運

作的影響，主要採文獻分析法、調查法

及相關研究法（correlational research，

參見邱皓政，2000，頁1-11），以達成

研究目的。 

調查法係以「臺灣地區組織學習

問卷」為研究工具，該項問卷原為香港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林文禮教授編製，施

測於香港、澳洲及加拿大等地區的學

校。原問卷設計者希望加入臺灣地區資

料的比較，故提供香港地區施測的中文

問卷給本研究使用。由於香港與臺灣的

語言用法、制度及文化具有差異性，原

中文問卷勢必需要修編，以符合本地與

本研究的需要。問卷修編工作由「學校

革新整合計畫」小組部分成員協助進

行，他們包括：臺灣師範大學潘慧玲、

王麗雲、張明輝、中正大學魏惠娟及臺

東大學陳嘉彌等五人。問卷修編包括文

句修飾、剔除本地不宜之題項（如港澳

移民，語言政策等問題）、加入臺灣地

區目前有關教育改革之問題等，經上述

五位教授開會研討修訂，最後修編出

「臺灣地區組織學習問卷」。問卷內容

除必要之背景資料外，主要包括：「對

教育環境變遷的觀感」30題，以瞭解學

校外部環境的概況，填答反應由「十分

同意」到「十分不同意」，採Likert-

scale五等第量表；「學校組織的一般情

況」50題，以瞭解學校內部組織結構要

素及學習型組織的情形，填答反應採由

「絕少」、「很少」、「普通」、「經常」、

「總是」等Likert-scale五等第量表。 

調查對象則以臺灣地區公立國

中、小學之主任、組長及教師為研究對

象，採分層隨機抽樣法，自北、中、

南、東四區抽樣出108所國民中小學，

每校再根據其規模大小，決定填答問卷

人數。調查問卷於寄發前，先以電話聯

繫該校校長，委請其根據教師服務年資

及職務的分布狀況，隨機選取教師作

答；問卷填畢後，再統一收齊，裝置回

郵信袋寄回。本研究共寄發1,200份問

卷，回收有效問卷900份，回收率為

75%。 

回收問卷資料經有效處理與編碼

後，以SPSS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相關的統計處理。本研究所採用之

統計方法包括： 

1.因素分析法萃取問卷中參與者

「對教育環境變遷的觀感」，與對「學

校組織的一般情況」反應題項的歸併因

素，以找出相關的代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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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法檢視外部環

境因素與組織內部結構因素影響學習型

組織的情形。 

3.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法檢視參與者

對學習型組織觀點的差異情形。資料屬

性為類別變項者（如性別、學校層級、

教師職務等），則將先轉化為虛擬變項

後再做統計處理。 

所有統計考驗值定在 .05的水準

上。 

參、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根據目前實施的經驗與所蒐集到

的資料，依本文目的，將資料分析扼要

陳述如後： 

一、 釐清影響學校「學習型
組織」的整體性概念，

並歸納其影響要素與模

式 

本部分係根據文獻分析而得，茲

分為：學校學習型組織的概念；影響學

習型組織的外部環境及內部因素；及模

式之架構圖等三項陳述如後。 

(一) 學校學習型組織的概念 

「學習型組織」的概念最早源自

國外企業的組織管理，而後應用到其他

專業領域；特別自1980年代末期迄今，

這個概念的研究、推廣與應用逐漸蔚為

風潮，成為組織管理、人力資源發展研

究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國內諸多學者（如吳清山，

1997；楊國德，1998；黃富順，2000）

雖從不同角度與研究文脈（context）定

義「學習型組織」，基本上仍脫離不出

「組織的成員需不斷地突破自己能力的

上限，創造真心嚮往的結果，培養全

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力實現

共同的願景，且成員間不斷地學習如何

一起共同學習」（Senge, 1990）的範

疇。從學校觀點，「學習型組織」可歸

納是一種組織的學習形態或結構，它包

括組織中所有不同層次的學習，將成員

的生活與工作學習結合一起，以促使組

織發展能夠持續不斷地轉化、創新，進

而達到個人與組織的共同願景，分享其

成果與利益。學習型組織不僅在工作環

境中重視個別成員與團隊合作的行動學

習，強調行動力、反省力、思考及做決

定的循環運作，從不斷的行動中找出問

題，透過反省發現問題之癥結，並經由

組織成員集體思考尋找最佳的解決之

道，共同做出決定、承擔失敗與成功的

結果；更重視激勵成員所能貢獻出的個

別智慧，並在組織學習過程中相互分

享，進而匯聚成共識與創新的行動力

量。簡言之，學習型組織是從個人學習

開始，再遷移到團體學習的歷程，強調

團隊的學習與力量，而非傳統的個人英

雄主義，因之它也可被視為一種「組織

學習」（可簡約與「個別學習」相互區

別與對照），最終目的是共同為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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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二者尋求發展的出路。 

促使組織學習的基本要素是成員

的共識、願景及實踐力。石滋宜

（1995）曾提及「學習的精神不在於擁

有資源的多寡，而是要在人們心中建立

一種為實現共同願景的真誠行動力」。

如果組織內所有個人的學習無法形成集

體的共識與願景，縱使個人或組織擁有

豐富的資源，其能發揮的力量與期限終

究是有限的，遑論這些分散的力量能促

使組織學習，並稱之為學習型組織。一

個組織學習不必然保證此一組織即為學

習型組織，但組織學習卻是建構學習型

組織的必經發酵歷程，個人學習、團體

學習、組織學習都是形成學習型組織的

必須要素。 

「學校」本身就是一個組織，理

論上，它同時包含個人學習、團體學習

與組織學習，理所當然應成為一個學習

型組織；然而，這個觀點卻是近十年才

發展變成一個熱門話題。綜觀學者分析

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要件不外包括：

重視學生學習的活動、校內教育工作人

員應是不斷的反省者與學習者、領導者

常鼓勵同儕合作或多元相互學習、學校

是學習本位的系統組織、學校的領導者

應為學習的領導者、學校應是一個與社

區結合的開放系統、學校應是民主的學

習社區等（林新發，1998；張明輝，

1998；黃淑馨，1998；歐用生，1998；

Senge et al., 2000）。然而這些要件能否

順利存在，以促使學校變成學習型組

織，實際上會受到其他相關因素的影

響，特別是從組織學的觀點，Gilley與

Maycunich （ 2000 ）、 Lam 與 Punch

（2000）等人即將這些因素粗分歸類為

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等二大因素。 

(二) 影響學習型組織的外部環境

及內部因素 

外部環境因素會影響組織運作及

成員服務奉獻的素質（Aldrich, 1979; 

Bacharach, Bamberger, & Sonnenstuhl, 

1996; Hannan & Freeman, 1989; 

Haveman, 1992），它可能包括了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四個層面的因素

（Gilley & Maycunich, 2000；Lam & 

Punch, 2000），而直接與學校組織運作

與發展的部分，包括了教育政策取向與

制訂、大環境的確定性與穩定性、教育

資源的供給、教育改革運動的趨勢、社

會價值觀的確立及學生流入流出的影響

等。內部環境因素則與組織和結構有

關，它涉及領導者、組織運作、工作情

境、組織文化與氣氛等，將會影響成員

對組織的忠誠、投入與其實際產出

（Kofman & Senge, 1993; Leithwood, 

Leonard, & Sharratt, 1998; Preskill & 

Torres, 1999），這些部分也可歸類為三

項：行政領導、工作情境及學校文化，

它們會影響組織成員個別學習、團體學

習，甚至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可能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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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式之架構圖 

根據「臺灣地區組織學習問卷」

之調查資料，以因素分析法萃取出12個

因素： 

1.教育改革：意指教育需要透過社

會觀念、資訊、知識及行動進行當前教

育工作改變。 

2.教育政策：意指近五年教育政策

經常在變動，它會影響學校教育與教

學。 

3.教育監管：意指教師的教學工作

受到大眾的注意和監督。 

4.社會價值觀：社會上的價值觀會

直接影響學生行為、道德標準及班級經

營。 

5.學生流動性：意指近五年學校學

生人數入學與轉學的變動性。 

6.教育資源：意指教育行政機關給

予學校的預算及經費補助。 

7.領導風格：意指校長的人格特

質、領導理念、技巧與行動能力。 

8.行政革新：意指學校力求行政效

能化以符合學生、教師與家長的需要。 

9.學校組織文化：意指學校同事

間、教學與行政系統間的互信、互助、

互動的行為和氣氛。 

10.工作情境：意指學校對教師執

行教學工作的支持態度，及環境創新改

變情形。 

11.同儕合作：意指學校及教師間

對教師團隊工作的支持及參與。 

12.學習型組織：意指教師為提昇

學生學習的效益，有機會參與團隊教學

工作，一起研商課程統整的工作，成立

新的委員會以應付環境變化。在過程

中，學校課程已作了很大的改變，教師

的合作技巧已有很大的進步，對小組學

習感到滿意，為共同解決困難與成就感

到驕傲。 

上述第1至6項可歸之於外部環境

因素，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

第7至10項可歸之於內部組織結構要

素；第10項則為學習型組織指標。根據

前述文獻，這三者可以用一個模式（見

圖1）來表示： 

二、 瞭解學校外部的環境因
素、學校內部組織與結

構及成員參與學習型組

織間的關係 

理論上，學校外部環境變因包括

政治（如教育政策、教育監管、教育改

革）、經濟（如教育資源）或社會（如

社會價值觀、學生流動性）等因素會影

響一個學校內部的組織運作與教育發展

（如領導風格、工作情境、學校組織文

化、同儕合作、行政革新），而學習型

組織是學校內的活動之一，它自然也可

能受到前述因素的影響。問卷資料利用

多元迴歸法分析，可發現目前教師參與

學習型組織實際上受到學校外部環境因

素的影響並不明顯（beta = -.01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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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反之，受學校內部組織結構的

影響較為明顯（beta = .794, p < .001）；

學校內部組織結構則局部受學校外部環

境的影響（beta = .081, p < .05）（見圖

2）。 

進一步如將學校外部環境的六個

因素及「學校內部組織結構」合併探究

對學習型組織的影響情形，經多元迴歸

統計分析發現，在控制「學校內部組織

結構」後，學校外部環境六個因素中，

學習型組織只明顯受到教育改革（beta 

= -.096, p < .001）與教育監管（beta 

= .075, p < .001）的影響：學習型組織

與教育改革間呈現負相關（partial r = 

-.16, p < .001），而與教育監管呈現正相

關（partial r = .08, p < .05）。就學校外

部環境中之因素與內部組織結構間關係

分析，教育改革（ b e t a  =  . 2 2 ,  p 

< .001）、教育政策（beta = -.10, p 

< .01）、教育監管（beta = .10, p < .01）

與學生流動性（beta = .-.07, p < .05）等

四項因素則明顯地與「學校內部組織結

構」有關。如再以學校外部環境六項因

素分別檢視學校內部組織結構五個因素

後發現：教育改革與領導風格（beta 

= .11, p < .01）、組織文化（beta = .19, p 

<  .01）、行政革新（beta  =  .16 ,  p 

< .001）、同儕合作（beta = .22, p 

< .001）間有密切關係；教育監管與領

導風格（beta = .16, p < .001）、行政革 

 
 

 

 

 

 

 

 

圖 1 整體系統觀之學校學習型組織相關因素關係圖 

 

 

 

 

 

圖 2 學校外部環境、內部組織結構及學習型組織路徑分析圖 
（*p < .05; ***p < .001） 

外部環境因素 學校內部組織與結構要素 學習型組織指標 

行政領導風格 
1.教育改革 
2.教育政策 
3.教育監管 
4.社會價值觀 
5.學生流動性 
6.教育資源 

學校文化 

工作情境 

1.教師的改變 
2.行政效能 
3.團體學習與成就的滿意度 
4.合作與支持的改變 

行政革新 同儕合作 

.794*** 

-.018 

.081* 
學校外部環境 學校內部組織結構 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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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beta = .12, p < .01）、同儕合作

（beta = .12, p < .001）間有密切關係；

教育政策則與領導風格（beta = -.17, p 

< .001）、工作情境（beta = -.07, p 

< .05）間有密切關係。此外，單視學

校外部環境中六個因素彼此間的關係，

最顯著者是教育改革，它與教育政策

（r = .23, p < .001）、教育資源（r = .26, 

p < .001）、社會價值（ r = .34, p 

< .001）、學生流動性（ r = .10, p 

< .01）及教育監管（r = .10, p < .01）

間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如將「學校外部環境」與學校內

部組織結構的五個因素合併探究對學習

型組織的影響情形，經多元迴歸統計分

析發現，在控制「學校外部環境」之

後，學校內部組織結構中五個因素，領

導風格、工作情境、學校組織文化、同

儕合作、行政革新皆明顯地影響學習型

組織（p值皆小於.001）。如將學校外部

環境六個因素與學校內部組織結構的五

個因素合併探究對學習型組織的影響情

形，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學校外部環境

中只有教育改革（ beta = -.10, p 

< .001）與教育監管（beta = .055, p 

< .05）明顯地影響學習型組織，而學

校內部組織結構的五個因素皆明顯地影

響學習型組織（p值皆小於.001）。由這

些數據分析中可以發現，教師認為學校

學習型組織的運作、成效及發展其實主

要受制學校內部組織結構的因素，當領

導風格、工作情境、學校組織文化、同

儕合作、行政革新皆為正面發展時，它

們都能積極影響校內學習型組織的運作

與發展。 

至於教師對校內學習型組織的觀

感，經以多元迴歸分析法檢視資料（投

入性別、年齡、教師職務、服務學校層

級、學校班級數等變項1）後發現：教

師性別（beta = .10, p < .01）、年齡

（beta = .17, p < .001）、教師職務（beta 

= .11, p < .01）、服務學校層級（beta = 

-.19, p < .001）及學校班級數多寡

（beta = -.09, p < .01）等因素會影響他

們對學習型組織的觀感：男性教師、年

長者、兼行政職教師、服務國小者及班

級數越少的學校越認同其學校內的學習

型組織活動。再者，這五項因素中對學

校內部組織結構部分的觀點也有顯著差

異，兼職行政教師（ beta = .14, p 

< .05）、年長者（beta = .12, p < .001）、

服務國小者（beta = -.10, p < .001）及

班級數越少的學校（ beta = -.21, p 

< .001）較認同學校內部的組織結構；

而在學校外部環境部分，只有性別因素

一項有明顯地差異性存在，男性教師比

女性教師更認同外部環境因素影響的重

要性（beta = .09, p < .01）。 

1 年齡與學校班級數為連續變項，性別（女訂為 0）、教師職務（一般教師和兼行政職教師，一般

教師訂為 0）、服務學校層級（國小及國中，國小定為 0）等轉換成虛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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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瞭解高學習型組織與低
學習型組織學校之外部

環境因素、學校內部組

織與結構的情形 

整體觀之，以學校為樣本的學習

型組織的平均數為 3.29，標準差

為.64，以此平均數各加減一個標準差

後的分數約為4.0及2.50。研究者將學

習型組織分數低於2.50之學校視為低學

習型組織，有二所學校；分數高於4.00

之學校視為高學習型組織，有四所學

校。由表1可以比較低學習型組織與高

學習型組織學校間的差異情形：在影響

學習型組織最明顯的學校內部組織結構

因素部分，高、低學習型組織學校間有

極顯著的差異：低學習型組織學校的分

數全部低於高學習型學校，且差距約在

1左右；而在學校外部環境因素部分，

高、低學習型組織學校間除在教育資源

部分有明顯差異之外，其餘因素皆無顯

著不同，二者分數雖有高低，但差距皆

不大，其中以低學習型組織學校的教育

監管分數最低（X = 2.83）。 

肆、比較與反省 

自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教育

改革」不僅是教育解放運動、社會運

動，它也是一種形式的政治運動。在教

育改革浪潮聲中，教育多元化、教育鬆

綁、學校自主、教師專業化逐漸由口號

成為事實，這個過程對「教師」一職產 

表 1 高學習型組織學校與低學習型組織學校外部環境及內部組織結構因素 
之平均數比較表 

學習型組織、內部組織結構 
及學校外部環境因素 

低學習型組織學校 
X  (N = 2)a 

高學習型組織學校 
X  (N = 4)b 

F檢定 c 
所有抽樣學校 
X  (N = 108) 

學習型組織 2.33 4.03 132.73*** 3.19 

領導風格 2.72 3.77 45.91*** 3.19 

組織文化 3.16 3.89 27.82*** 3.56 

行政革新 2.59 3.83 109.24*** 3.38 

工作情境 2.70 3.41 22.47*** 3.14 

內部組織 
結構因素 

同儕合作 3.12 4.25 58.44*** 3.57 

教育改革 4.42 4.43 1.67 4.28 

教育資源 3.48 3.67 8.29** 3.45 

社會價值觀 4.62 4.37 1.20 4.38 

教育政策 4.16 3.74 2.10 3.10 

教育監管 2.83 3.32 2.28 3.84 

學校外部 
環境因素 

學生流動率 3.31 3.01 3.65 2.98 
a低學習型組織學校為學習型組織總體平均數減 1個標準差後的學校群，受測人數 20人。 
b高學習型組織學校為學習型組織總體平均數加 1個標準差後的學校群，受測人數 50人。 
c以 F檢定低學習型組織學校與高學習型組織學校之各項因素平均數差異性。 

*** p < .001;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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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當大的衝擊；例如教育多元化打破

師範體系壟斷的師資市場，教育鬆綁給

予學校與教師更寬闊的工作空間，學校

自主後賦予學校本身與教師更多的權能

（empowerment），教師專業自主化更

重視教師的專業職能和繼續學習。這些

現象正逐漸瓦解原來封閉的教育空間，

解放大眾對教育的期望及要求，從而引

起更多社會人士的關注（曾嬿芬，

2002；魏明谷、黃德祥，2002）；對學

校教育而言，它正受著外界環境改變的

衝擊與挑戰，其中之一是學校被期望成

為學習型的團體，而教師被要求是個不

斷學習的教育工作者。事實上，學校與

教師應該不斷地接受學習與改變，教育

改革的理想才可能成功，而學習型組織

正是促使學校與教師不斷學習與改變的

有效方法之一（Senge et al., 2000）。 

由前述資料分析中可發現，從大

環境觀之，教育改革對教育政策的成形

和實施（教育政策）、教育資源的供給

和分配（教育資源）、社會價值觀的影

響（社會價值觀）、學生轉學入學的自

由性（學生流動性）及大眾關注和重視

教育事務（教育監管）等具有正向關聯

性，顯現出教育改革運動對整個社會的

影響層面具有某種積極的作用。 

從大環境往學校層面觀之，教育

改革及大眾關注教育事務（教育監管）

對學校組織結構的運作與發展最具有明

顯的正面影響，尤其對改善校長的領導

風格和能力、學校行政事務革新等產生

正面的推動力量；但另一方面，多變的

教育政策及過高的學生轉學率也對學校

組織結構產生不利效應，其中多變的教

育政策容易對專業能力較差的學校領導

者造成不知所措的困擾或曲解濫權的現

象；此外，對教師工作情境的穩定性也

有不利的影響。學生轉學頻繁則增加行

政事務負荷，對教師、學生、同儕合

作、組織文化氣氛造成困擾。 

由學校層面往學習型組織觀之，

學習型組織完全受到學校組織結構因素

的影響：正面積極的校長領導風格、和

諧的組織文化氣氛、有效能的行政革

新、創新的工作情境，及支持的同儕合

作關係將有助教師間形成學習型組織，

進而促使學校成為學習型學校。整體而

言，校外環境因素對學習型組織的影響

較不明顯，但是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的

關注與期望會正面影響學習型組織的形

成與發展，更弔詭的是教師不認為教育

改革對學習型組織有正面性的助益。 

上述實證資料的發現，衍生出幾

個值得深入思考與反省的議題： 

(一)何以教育改革對學校組織結構

有正面影響，但卻與學習型組織間有負

面關係？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教育改

革重點之一在解構「中央集權化」，從

而建立「學校本位」的教育專業性。顯

而易見，教育改革運動促使社會大眾對

學校教育的期許及監督、導引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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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支持與補助學校經費，這些對學

校組織結構如領導風格、工作情境、學

校組織文化、同儕合作、行政革新等確

有某種正面的影響；學校組織結構無疑

能夠幫助學習型組織的成形與發展。常

識上，教育改革應對學校學習型組織有

所幫助，但事實卻不然。回觀近十餘年

來的教育改革運動，改變雖持續進行，

但教育政策、學校教育措施逐漸擴大社

會大眾間的期望落差，支持教育改革者

雖多，反對者更不少，而且在支持或反

對的團體中，也未見得對教育改革的過

程與結果有一致共識。縮小到教師團體

中，這個現象更為明顯 2。不容諱言

地，教師懼怕改變，自然也害怕教育改

革所帶來的改變，儘管有許多人仍願意

面對及接受改變，但心理上卻不易認同

它，表現在行為上便顯現矛盾的反應，

這些是可以理解的現象（林文生，

2003）。學習型組織是一種教育改變的

手段，強調人的參與、溝通、合作與分

享，以解放教師孤獨的工作與心靈，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陳嘉彌，2002）。然

而這種方式必須由教師內在的需求驅

使，才能激勵他（她）的實際參與及改

變，徒靠外在力量，如因教育改革所創

立的制度、規範等要求教師的行動，往

往容易產生相反效果；此外，參與成效

與這種「認同」的心理過程往往需要放

大時間的範圍，才可能得到證明與結

果。教育改革運動是否真的未對教師參

與學習型組織或形成學校學習型組織有

正面的影響，尚需要時間來證明。 

(二)何以校長領導風格與能力是影

響學習組織的重要關鍵性因素？儘管在

校園民主化與教師專業自主的主流下，

校長自認為對教師及學校是一個服務性

的角色，但實際上大多數的教師仍對行

政人員及校長持保守與服從的心態，而

大多數校長在不經意中仍會流露出相當

的威權性與決斷性。因此教師認為校長

的領導風格會影響學習型組織的成形與

推動，不足為怪。事實上，校長是學校

最重要的領導者，握有相當的「權力」

與「資源」，就外部環境角度，他

（她）必須服從教育政策走向的規範，

承受社會大眾的期望與監管；就內部組

織而言，他（她）必須對學校行政革

新、組織文化、師生的教學情境負責。

因此校長在推動學習型組織工作上自然

成為一個關鍵性的要素，而這也符合過

去許多研究發現「學校領導者是影響學

習 型 組 織 的 重 要 因 素 」 的 結 果

（Kofman & Senge, 1993; Mohrman & 

Mohrman, 1995; Lam, Wei, Pan & Chan, 

2002）。學習型組織固然需要由教師自

我參與及推動，但是初期如無學校領導

者適當的支持和鼓勵，也很難形成一種

2 讀者至 www.google.com.tw 鍵入「教育改革爭議」關鍵字，可以得到上萬筆有關教育改革正反

二面的觀點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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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氣氛，刺激教師持續參與及發展學

習型組織。身為校長者，除了鼓勵教師

積極參與學習型組織外，自己也需要親

身融入到學習型組織的實際行動中，一

起與其他教師學習成長。校長透過這種

行動實踐，會更有助於學校行政革新、

塑造正面的組織文化、改善工作情境與

促進同儕合作，而這些都是影響學習型

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學校內部組織要素對學習型組

織的影響遠比外部環境因素要大，特別

是由高學習型組織學校與低學習型組織

學校二者的比較中，明顯地發現在內部

組織結構中，每個因素都呈現顯著差異

（高學習型學校的分數均高於低學習型

學校），但在外部環境因素部分，儘管

二者互有高低，卻多未達顯著差異，這

正顯現出內部組織結構要素的重要影響

力。當前，學校領導者應投入更多心力

在內部組織結構層面的事務上，諸如如

何以人性化思考與行動提昇行政效率、

改善行政效能，注重師生的學習情境、

塑造良好的組織文化氣氛、鼓勵同儕合

作和學習等直接與教師和學生有關的問

題，而應較少關注學校外部環境因素部

分，如營造人際關係、介入政治派系運

作等所謂招納教育資源的理由上。對大

多數教師而言，他們關切的是與其切身

相關的直接情境事務。領導者或許具有

外部環境因素重要性的宏觀見識，但是

輕忽或不善處理內部組織結構問題，其

實對教師的感受和行為影響是很大的。

領導者重視學校內部組織要素是基本的

首要工作。本文雖未對高學習型組織與

低學習型組織學校的形成原因進行深入

探析，但從量化資料分析觀之，它應該

和學校內部組織結構有密切相關。 

(四)規模較小學校（亦即班級數少

的學校）容易發展學習型組織。從常理

觀之，規模小的學校無論在同儕溝通、

人際互動與合作上要比規模大的學校容

易進行，而這些正是促使行政革新、凝

聚組織文化氣氛的有利因素，整體而言

對學校推動學習型組織也甚有幫助。相

對地，規模較大學校因人數較多，個別

差異性變大，自然增加溝通、互動與合

作的難度，也不容易形成集體共識及願

景。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規模大的學

校不利推動與發展學習型組織。事實

上，規模大的學校如果能先從分層組織

切入，化大為小，鼓勵成立不同形式的

學習型團體，然後再連結成數個小團

體，最後終究能促使學校成為一個完整

的學習型組織。然而，這個過程不僅需

要時間與耐性，而且也仰賴領導者的智

慧和技巧，缺了其中任何一項，都會使

學習型組織的發展受到限制。理論上，

小規模學校是教育改革的趨勢，但實際

上基於人口出生率遞減、城鄉差距拉

大、政府財政困窘與教育資源分配合理

性等因素，未來十年內要使學校規模變

小是相當複雜的問題（美國教育快遞，



當前影響學校發展學習型組織因素之探討 321 

 

2003）。因此，無論學校規模或大或

小，其實都需要仰賴學校領導者的智慧

與技巧，鼓勵支持教師組成學習型團

體；陷入「學校規模大小會影響學習型

組織成形與發展」的框架，既是一種迷

思，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藉口與態度。 

(五)性別、年齡是否會影響教師對

參與學習型組織的看法？是一個有趣的

議題。本文實證資料雖發現男性教師較

女性教師更認同學校外部環境與內部組

織結構影響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性，這種

認知的表現是否意味著男性教師樂於參

與學習型組織的活動？其實需要進一步

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探討。從調查資料

中發現兼行政職教師也比一般教師更肯

定學習型組織。然而，大多數兼任行政

職務者為男性教師（男女兼行政職教師

比為6:4），如排除兼職行政教師樣本，

經由多元迴歸分析（投入性別、年齡、

服務年資、學校層級、學歷背景等變

項）後則發現男性與女性對學習型組織

認知並無不同；如單以女性教師為分析

樣本，投入職務（兼行政職與一般教

師）、年齡、服務年資、學校層級、學

歷背景等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後發

現，女性群體中兼行政職教師與一般教

師對學習型組織的反應亦無不同。此外

根據常識經驗，許多女性教師在參與學

習型組織方面較男性教師積極，男性教

師雖然也會參與學習型團體，實際上能

夠持續投入者人數不多，尤其兼行政職

男性教師更多是「口號」者。因此，可

以確定男女教師對學習型組織看法沒什

麼差異，即使真有所差異也可能是因為

「兼職行政」因素造成。過去的相關研

究中，除謝鳴鳳（2001）外，其他大多

數多認為性別因素與學習型組織的認知

及行為有關（如林建富，2003；賴丁

旺，2002），會有此結果可能與抽樣對

象、樣本太少及統計處理的適宜性有

關。因此，提出「男女對學習型組織看

法有所差異」的結論時，須更小心審

慎。至於年齡會影響對學習型組織的看

法，無論從統計分析或是常識經驗上都

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利用前述多元迴歸

分析法，可以發現年長教師比年輕者更

肯定學習型組織（ beta = 3.73, p 

< .001）。由常識經驗觀之，教師隨年

齡增長，逐漸在工作上建立自信，也實

際體會出「教，然後知不足」的道理；

加之近年教育變遷甚為明顯，教育改革

向下落實運動、終生學習概念與創新教

育策略不斷引入，促使年長教師感受到

「再學習」的需要性與迫切性，而願意

參加學習型團體，尋求同儕專業協助，

並分享個人的教學經驗。年輕教師或許

剛跨出學校進入職場，自視甚高，尚未

體悟個人知能在教學工作上的限制；或

許正處於未婚／適婚期，忙於私務；或

許剛建立家庭，育幼與適應新關係等諸

多因素，導致未特別關心有關學習型組

織的事物。事實上，這種現象大多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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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因素而逐漸改變。年長教師肯定和

重視學習型組織是一件可喜的現象，它

至少代表一位成人不僅願意透過社會化

互動方式學習新知能，而且也願意分享

個人才智經驗給共同參與學習的人，這

種「吸收與傳承」間的建構學習對促進

組織成為學習型學校具有正面的助益。 

伍、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巨觀層次，明確地發現當

前學校推動學習型組織主要受到學校內

部組織結構因素影響，它受外部環境因

素影響不大；從微觀層次，外界對學校

的監督與期望、領導者能力與風格、工

作情境適宜性、同儕合作風氣、組織文

化氣氛、行政效能與革新等對學校發展

成學習型學校有明顯的影響力。這個結

果給學校當局一個重要的提示：推動學

習型組織的創新措施主要靠自己的努

力，而不是依賴外界的企求和支援。 

其次，在學校內部結構要素中，

校長領導的風格及能力是一個關鍵性因

素：對外部環境而言，它受教育改革、

教育政策、教育監管等因素的影響而左

右校內行政管理的思維及舉措；對內部

組織要素而言，它影響校務行政革新、

組織文化、工作情境，及同事間合作的

效能與品質，直接影響教師參與學習型

組織的認知和表現。這個發現正驗證

Kofman與Senge（1993）、Mohrman與

Mohrman（1995）、Lam、Wei、Pan與

Chan（2002）的研究結果：學校領導

者是影響學習型組織的重要因素。因

此，由行政主管單位及社會公眾規範校

長的角色及效能、要求校長終身學習、

加強考核校長表現，將能激勵校長領導

學校邁向一個學習型學校的途徑。 

再者，「性別」不再是成為影響學

習型組織認知與實踐差異的爭議因素之

一。我們無須花費心神計較性別對學習

型組織認知及表現的差異，關注的焦點

應該是激勵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參與學習

團體，特別是如何幫助年輕教師樂於參

與組織學習，如何維持及滿足年長教師

參與團體學習的動機和需要，如何促進

不同年齡層的教師合作，這些都需要領

導者長期投入心思及努力，才可能解決

的問題。 

實證資料中也發現學校規模會影

響學校推動學習型組織，規模較小的學

校推動學習型組織較容易成功。基本

上，學校規模大小是一個複雜而難解的

問題。然而，如果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

思考：將規模大的學校依年段、年級、

學科類群等叢集方式分類，鼓勵及協助

他們推出「領導者」，並將之視為另一

種形式的小規模「學校」，支持它們發

展組織學習，這種方式多少有助於促使

學習型團體成形。當多數「小群」組成

團體學習時，相對地其所在的大團體

⎯⎯規模大的學校⎯⎯便越容易變成一

個學習型組織。對領導者推動學習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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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而言，這個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

可能得到一些結果與證明，它不僅是一

種信心的挑戰，也是一種堅持及耐力的

考驗。 

本文以量化研究為主，實證資料

雖然提供一個有關學校學習型組織的現

況，卻無法進一步地說明何以有些學校

是高學習型組織，有些是低學習型組織

的形成原因，以致無法提出促進學校成

為一個高學習型組織的有效建議。這是

未來研究可以接續深入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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