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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人環保意識的提升，環境教育正迅速發展中，而環境教育組織之間

的競爭與合作行為亦越來越頻繁。本研究目的欲透過臺灣的環境教育組織視角

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組織效能，藉此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其競合

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探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對其競合組織的影響性。本

研究經由價值網(value net)定義競合關係之意涵，並運用標竿學習(benchmarking)

之概念探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各種競合關係中對其他環境教育提供者之影

響性。本研究以問卷方式調查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競合組織，調查對象為合

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環保署為主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社團法人與相關機構、與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

境教育團體之推薦代表者。本研究透過界定母體範圍 1102 個組織單位進行配

額抽樣，並以電子郵件邀請目標組織推薦代表者填寫網路問卷，及實際拜訪目

標組織進行實體問卷填寫。本研究共計收到 186 份有效問卷，透過交叉分配表

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其競合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

析與典型相關分析探討其對競合組織的影響性。本研究結果為：(一)多數受訪者

認為自身組織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互補者；(二)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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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能夠幫助所有競合組織提升內部組織能量與設定目標；對競爭者之影響著

重在組織改善、組織人際關係與目標設定；對互補者的影響著重在組織成員效

能。本研究建議：(一)環境教育組織應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保持合作，維持知

識相互流通；(二)環境教育組織須清楚定義自身組織與林務局教育中心的競合

關係；(三)建議未來透過質性研究以完整環境教育組織的競合關係與組織效能

之研究。 

 

關鍵字：  PDCA模式、組織效能、組織競合、價值網、標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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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隨著社會發展，組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行為越來越頻繁；競合關係是在同

時間中既是競爭也合作的現象，並同時在行為者間進行交互作用(Bengtsson & 

Kock, 2014)，這樣的現象可能發生在任何組織或層級之中(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6)。組織競合的研究正不斷的增加，可能是因為組織競合的概念廣

泛應用在產業中(Bengtsson, Eriksson, & Wincent, 2010; Gast, Filser, Gundolf, & 

Kraus, 2015)。企業組織為了取得優勢，會將競爭者視為是重要的學習對象，因

此統合的競合策略要比單一的競爭或合作獲得更多的知識與發展、市場的成長，

甚至是技術的進步(Lado, Boyd, & Hanlon, 1997)。然而這樣既合作又競爭的情境，

同時也包含著亦敵亦友的關係(Bengtsson & Kock, 2000)，並且包含複雜與多面

向的本質(Chen, 2008)。 

組織之間的競爭合作能夠提升組織效能，主要是以同產業的競爭對手，針

對其服務、產品、流程等進行比較與學習，以改善自身組織的效能(Bogetoft, 

2012)。組織效能為衡量組織表現的重要依據，效能(effectiveness)指的是「做對

的事情」，而效能之最終目的為精準地達成目標(Robbins & Coulter, 2007／翁望

回譯，2010)，因此組織效能則可定義為，評估組織能夠「做對的事情」，最終達

成的目標的程度。 

透過上述觀點觀察臺灣環境教育產業現況，隨著國人環保意識的提升，環

境教育市場日趨競爭。環境教育法(2011)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2011)之制定，使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發展逐漸從公部門擴張至民間部門，加

速了環境教育產業的擴張(范秉航，2015)。「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是指整合環境

教育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用以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之具有豐富

自然或人文特色之空間、場域、裝置或設備(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2011)。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a)所提供的資料，截至為 2017 年 6 月止，

國內一共有 144 處單位持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有效證書。 

綜觀 144 處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中，林務局管轄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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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此名單中佔了八處，為所有相關環境教育組織單位之中擁有最多合格的環

境教育認證場所者；更進一步觀察可發現林務局最早設置之「東眼山自然教育

中心」於 2007 年成立，早於環境教育法之制定。林務局八間自然教育中心，亦

將「被認定為戶外環境教育的領航者」設立為該單位之發展願景(范秉航，2015)，

而本研究欲透過臺灣的環境教育組織視角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組織效能，

藉此得知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台灣環境教育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影響性。

故本研究目的為(一)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其競合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探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對其競合組織的影響性。 

本研究限制為(一)所整理之母體範圍，包含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相關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與相關機構、人民團體，而執行環境教育者甚廣，可能有不及

備載之處；(二)本研究採用「外部性標竿學習」分析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外部

競合關係，未討論八處自然教育中心內部或各自獨立之競合關係。 

貳、 文獻回顧 

一、組織效能 

組織效能可定義為，評估組織能夠「做對的事情」，與最終達成的目標的

程度(吳清山，2004；Harries, Bennett, & Preedy, 1997／黃婉儀、馮施鈺珩、吳國

志、陳壟譯，2001；Robbins & Coulter, 2007／翁望回譯，2010)，然而組織效能

是一個包含多層面的構念，如果要探討組織效能，就必須先了解組織效能的指

標，才能掌握住組織效能的要旨(林朝夫，2000)。因為組織效能是一個具有不定

性、廣泛性、紛歧性、互換性與複雜性等特性的概念(Cameron, 1978)，因此必

須以多元角度視之，並視環境而定(宋孔慨、陳光亮，2016)。 

據上述理由，本研究擬用 PDCA 模式來探討組織效能意涵與指標。PDCA

模式為品質管理系統(QMS)在發展中的核心概念，由計畫(Plan)、執行(Do)、檢

核(Check)、行動(Act)四個步驟組成(ISO, 2015)，藉由不斷的循環改善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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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持續性改善品質的管理系統(林公孚，2007)。至今 PDCA 的概念已應用

在專業領域或生活中等各種地方。而品質管理是一連串步驟的結果，每個步驟

都會影響到最後的品質，其目的在達成品質的要求及減少品質缺失(楊念湘、陳

木金，2010；Peterson, 2004)。 

本研究透過回顧楊念湘與陳木金(2010)、Gorenflo 與 Moran (2000)、ISO 

(2015)、Peterson (2004)研究，歸納 PDCA 各階段定義歸納如表 1，並透過歸納

九篇研究中組織效能之指標於 PDCA 模式的階段中，以建立本研究的組織效能

之指標(林朝夫，2000；孫瑞霙，2002；郭祥益、吳明隆，2006；陳郁汝，2005；

許振明、鄭志富，2013；黃兆永、郭秋勳，2009；黃庭鍾，2009；蔡淑玲、張

本文，2008)。 

表 1 PDCA 各階段定義 

PDCA

階段 
定義 指標 

P 計畫 

調查分析組織現況，依據問

題、目標需求或組織政策，建

立全面性目標，並設立計畫與

流程。 

組織目標、發展策略、相關法

規 

D 執行 

按照計畫執行策略與流程，並

且記錄非預期的事件。 

組織領導、專業能力、永續經

營、組織參與、組織士氣、在

地資源、社區互動、策略聯

盟、設施場所 

C 檢核 

評估與監控實際成果及預期目

標之差距，與是否有違政策，

並回報結果。 

目標達成、組織績效、認證獎

項、工作滿意 

A 行動 

修正與改善，擬訂進一步發展

策略並採取行動；或再次測

量、重新評估策略，或者是捨

棄計畫重新開始。 

適應能力、學習成長、組織改

善、創新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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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競合的相互關係 

競合關係是一種在同時間中既是競爭也合作的現象(Bengtsson & Kock, 

2000)，更具體而言，指的是組織與其競爭者，基於個別或共同的利益，藉由分

工合作或透過資源交換與合併，產生不同程度的關係(楊舒蜜、方世榮、方世杰、

周家慧，2015)，這樣的現象可能發生在任何組織及層級之中(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6)。 

在探討競合關係時，若組織競合的目標是在於調適環境的話，可由「動態

能力觀點」來說明；若從合作觀點中討論競爭行為，可由「交易成本理論」來

說明；而在競爭觀點中討論企業合作的行為，可使用「賽局理論」來說明(簡俊

成，2013)。本研究預先蒐集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潛在競爭者，視其為競合對

象以探討競合關係，故本研究採用「賽局理論」進行組織競合研究。 

賽局理論的觀點中，組織價值的獲得是透過相關產業中的利益關係者

(stakeholder)相互依賴所產生的，因此 Brandenburger 與 Nalebuff (1996)提出價值

網(value net)的概念。價值網呈現出在商場賽局中所有的參賽者，以及顯示出他

們互相依存的關係，藉此分析顧客、供應商、競爭者與互補者之間既競爭又合

作的關係(李雅靖，2016)，而價值網可以應用在任何的組織型態當中，包含私人

企業、公家機關或非營利組織(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6)。 

價值網中有兩個基本的對稱，以組織為中心，分為縱切面的顧客與供應商，

與橫切面競爭者與互補者。許多企業組織會過度重視顧客的聲音，然而價值網

觀點認為供應商的聲音也同樣重要，意味顧客與供應商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必

須透過顧客與供應商的觀點來衡量參賽者的競爭與互補關係。而從顧客與供應

商的觀點定義競爭者與互補者(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6)，其定義分別為： 

(一)顧客—競爭者：顧客因擁有該參賽者之產品，而降低對我方產品之評

價，該參賽者為我方組織之競爭者。 

(二)顧客—互補者：顧客同時擁有我方組織產品與該參賽者產品時，可提

升我方產品評價，該參賽者為我方組織之互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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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應商—競爭者：供應商因提供該參賽者資源，而降低對我方組織提

供資源的吸引力，該參賽者為我方組織之競爭者。 

(四)供應商—互補者：供應商提供該參賽者資源，而同時增進對我方組織

提供資源的吸引力時，該參賽者為我方組織之互補者。 

顧客從(組織)公司購買產品及服務，而供應商可以是資金的提供者或是員

工等，全球市場都在爭取資金，員工則是因公司支付薪水而提供有價值的資源

(Brandenburger & Nalebuff, 1996)。依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定義，自然教育中

心有自然與人文環境特色、環境教育專業人力、環境教育課程、營運管理等四

大要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大略可

分公部門與私部門組織；前者須依據政府部門編列預算維持營運，後者由企業

出資維持經營(吳鈴筑、張子超，2017)，故競合組織可能與自然教育中心爭取的

營運資源包含自然與人文環境、環境教育專業人力、以及維持營運的資金等。

故根據自然教育中心的組織特性，本研究將組織競合關係分為四個類別，各為

「爭取顧客時互為競爭者」、「爭取顧客時互為互補者」、「爭取營運資源時互為

競爭者」與「爭取營運資源時互為互補者」。 

三、組織競合與自身組織效能 

本節將闡述組織競合與自身組織效能之關係；亦即，自身組織如何藉由競

合目標來評估自身組織效能，易言之，可為「對手教我的事」。 

林務局最早設置之「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於 2007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

臺灣八處設立自然教育中心，並以作為「戶外環境教育的領航者」為 10 年(101-

110 年)發展之願景(范秉航，2015)。隨著環境教育法(2010)與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之制定，環境教育學習中心之發展也逐漸從公部門擴張

至民間部門，加速了環境教育產業的擴張。因此，許多提供環境教育的組織單

位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建立合作關係，然而亦有許多單位視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為競爭對手。而本研究擬透過評估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效能，使其競合

組織—也就是上述其他的環境教育服務提供者—評估並瞭解自身的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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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概念可以透過標竿學習(benchmarking)的概念來解釋。 

透過文獻回顧，本研究將標竿學習定義為系統性且持續性的過程，自身組

織選擇一目標組織作為學習標竿，透過蒐集與調查資訊，以比較自身組織與目

標組織並進行分析，最終目的為提升自身組織的績效(Hill, Schilling, & Jones, 

2017／朱文儀、陳建男譯，2017；林公孚，2005；劉祥得，2000；Bogetoft, 2012)。

標竿學習使用範圍廣泛，除了公司外，尚可用來使用在產業、組織、部門、計

畫、決策單位或者是個人(Bogetoft, 2012)，而標竿學習的類型依據學習目標(goal) 

與標的(target)的不同，分為內部性標竿學習(internal benchmarking)、外部性標竿

學習(external benchmarking)、以及功能性標竿學習(functional benchmarking) 三

大類別(張庭蓁、鄭紹材，2014；陳啟榮，2010)。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其概念相

似於上述所言之外部性標竿學習；外部性標竿學習意涵強調與產業中的競爭者

作為比較，而本研究設定之對象即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產業中的潛在競爭

對象。 

本研究透過選取作為標竿的目標組織—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藉由對目標

組織之瞭解，比較且分析目標組織對自身組織效能之影響，並作為日後組織改

善之依據。據此，本研究透過標竿學習之概念建構自身組織效能之評估問卷(詳

見研究工具，競合組織自身效能評估問卷)，以探討目標組織對自身組織在效能

上的影響。 

四、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所扮演的角色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管理。聯合國於

2005 年啟動「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其目的為透過良好的教育，讓世界上每一

個人都能夠學習永續發展，包含環境、社會文化與經濟領域(張珍悅、徐勝一，

2010)。對此，林務局於 2006 年開始推動「林務局自然教育新發展計畫」，於 2007

年成立第一座自然教育中心，目前為止全國一共有八間自然教育中心，分別為

東眼山、羅東、八仙山、奧萬大、池南、觸口、知本與雙流自然教育中心(范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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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2015)，提供戶外教學、主題活動、專業研習、環境解說與特別企劃五大環

境教育服務(台灣山林悠遊網，2017)。 

目前八處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以委外方式經營，以「107 年八仙山自然教

育中心環境教育暨課程發展委託專業服務」招標公告為例，投標廠商資格必須

符合對環境教育有相關經驗之國內外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技術顧問機構、

法人組織、團體或其他依法供專業服務之廠商(中華民國政府電子採購網，2017)。

因上述所列之廠商皆可能取得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經營權，意味這些組織皆

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產生競合關係。據此本研究將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

育中心產生競合關係之組織單位分為四個類別，分別為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

所、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社團法人、以及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以下將針對上述

競合組織進行分述。 

(一) 合格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整合環境教育專業人力、課程方案及經營管理，用以

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務之具有豐富自然或人文特色之空間、場域、裝置或設備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因此只要符合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及管理辦法所提出的內容(第四條)，即可申請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

證。本研究合格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指的是，目前國內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有效證書者。林務局八處自然教育中心皆取得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之認證，而合格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目的為提供環境教育專業服

務，其服務項目、專業人力、場域特徵等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有著相似的性

質，故本研究將所有合格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視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主要的

競合關係對象。 

若以價值網的概念來說，上述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可能存在著在爭取顧客與供應商時的競合關係，依據環境教育法(2010) 第 19 條

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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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

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上

環境教育。」換言之，上述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有重

疊的顧客來源，並可能在爭取顧客時存在者競爭與互補之關係；而在爭取供應

商的相關補助經費挹注、環境教育教師及管理人力資源或自然環境場域等營運

資源時，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亦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產生競爭或互

補之關係。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提供的資料，截至為 2017 年 6 月止國內一共有

144 個單位持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有效證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a)，

扣除林務局八間自然教育中心，尚有 136 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因此在國內與

自然教育中心可能存在競合關係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共有 136 個單位。 

(二) 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 

環境保護財團法人是指從事有關環境保護業務為目的之財團法人(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審查環境保護財團法人設立許可及監督要點，2013)，財團法人為法

律上對於特定財產的集合賦予民事權利的能力，並依照其目的事業經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其主要經費來源為基金孳息、捐贈收入等(彭懷真，2014)。因以上述

財團法人皆從事環境保護相關業務，可能與自然教育中心產生競合之關係，故

本研究將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列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一共 58

個組織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b)。 

(三) 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社團法人與相關單位 

社團法人以「人」為組成基礎，故社員為社團法人成立與存在的基礎，社

員享有社團章程所規範之權利，亦有出資的義務，因此社團法人主要經費來源

為會員會費、捐贈收入等(彭懷真，2014)。社團法人中環保團體之定義為「以提

昇環境品質，從事環境保護，維護環境資源為主要目的之團體」(依據社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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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立案作業規定，2017)，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出內政部核准成立且與環保

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社團法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b)，目前一共

有 296 個社團法人。另外透過臺灣公益資訊中心(2017)環境保護組織類別，可

得出 24 個環境保護組織，扣除上述重複之組織共有 12 個組織，此 12 個組織

多為環境教育之提供者，故納入此項分類。依據環境教育法(2010)，環境教育機

構之意涵為「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之機關 

(構)、學校、事業或團體」，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c) 所公開之環境教育機

構共有 29 個單位，因其提供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之辦理，因此可將環

境教育機構視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競合關係之供應商。上述之社團法人與相

關機構進行相關環保事業，共計 337 個組織單位，可能在爭取顧客及供應商時

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有競合之關係，因此納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四) 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 

登記於各縣市政府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屬於「社會團體」，由各縣

市政府之社會局(處)或民政處管理。社會團體是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

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

之團體(人民團體法，2011)。各團體的經費來源可為事業費、委託收益、專案收

入及補助收入(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2011)；事業費為經營事業之收入，委託

收益為接受有關機關團體委託舉辦業務之各項收入，專案收入為舉辦專案計畫

之收入，意味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可透過提供環境教育

服務作為經費收入來源，故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產生競合關係。而補助

收入為政府或其他團體補助之收入，因此在向政府爭取補助時，可視為向供應

商爭取資源；另外，根據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2017)第三條，從事環境教育

之規劃、宣導及推廣等相關實務，績效卓越之法人與非法人團體，可報名環境

教育獎，經評審可獲得獎座及獎金因此上述團體可能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

爭取顧客與爭取營運資源方面產生競合關係之可能。本研究透過各縣市政府公

告之社會團體，篩選出 491 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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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之對象為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

團法人、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社團法人、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

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並透過抽樣上述組織推薦代表者，作為本研究之受訪對

象。上述組織推薦代表者皆以客觀方式進行組織效能評估，以此代表該組織的

組織效能。本研究於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間進行問卷發放。本研究透

過界定出母體範圍共 1022 個組織，並且進行配額抽樣，因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

場所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主要之就核對象，故將其抽樣分配比例設為 50%，

其餘則按照組織單位數量比例計算。發放問卷方式為透過電子郵件邀請目標組

織填寫網路問卷，以及實際拜訪目標組織進行實體問卷填寫。總共回收 188 份

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2 份，共計得 186 份有效問卷。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搭配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服務資源綜合分析診斷計畫(李晶，2017)

進行問卷發放，詳細問卷內容參照附錄。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分為服務單位資訊

與競合關係類別、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之評估、以及競合組織自身效

能之評估，以下進行分述。 

(一)服務單位資訊與競合關係類別 

服務單位資訊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競合對象，分別為合格的環境教

育認證場所、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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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之社團法人與相關機構、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 

競合關係類別依據價值網所建立，分別為爭取顧客時互為競爭者、爭取

顧客時互為互補者、爭取營運資源時互為競爭者、爭取營運資源時互為互補

者，意涵如下： 

1. 爭取顧客時為競爭者：我們組織的顧客，可能因獲得自然教育中心

的服務，而降低我們服務的評價或需求。 

2. 爭取顧客時為互補者：我們組織的顧客，可能因同時獲得我們及自

然教育中心的服務，而提升對我們服務的評價與需求。 

3. 爭取營運資源時為競爭者：我們組織在尋求營運資源時，該資源提

供者可能因提供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資源，而減少對我們的供應。 

4. 爭取營運資源時為互補者：我們組織在尋求營運資源時，該資源提

供者可能因提供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資源，進而同時增進對我們的

支援。 

以上服務單位資訊與競合關係類別皆為單選題，透過調查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的競合組織，選出最符合的選項。 

(二)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之評估        

此量表引用自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服務資源綜合分析診斷計畫(李晶，

2017)所使用之問卷，此問卷透過文獻分析法、檔案分析法與德爾菲法建置而成，

透過三項理論構面「環境特質」、「教育特色」及「經營管理」，建立 12 項評估

指標，構面與指標題項一共 15 題，採用李克特氏(Likert)七點量表(7：非常認同；

1：非常不認同)，讓研究對象進行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認同程度的評

估，分數越高者，對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的認同程度則越高。而本研

究服務效能從大眾對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服務的認同，得知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的服務效能，其構面與指標之評估意涵如下。 

1.  環境特質 

「環境特質」意指自然教育中心是一個善用在地自然及人文特色，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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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的場域。環境特質所包含的三個指標中，「自然資源」為自然教育中心

是一個提供大眾與自然環境進行良善互動的自然場域；「人文特色資源」指的是

自然教育中心是一個推動當地人文發展特色的場域；「永續發展」則為自然教育

中心是提供大眾瞭解人類與生態之相互平衡，並提倡永續發展理念的地方。 

2.  教育特色 

「教育特色」為自然教育中心能推廣環境教育理念，使環境保育觀念普及

化。其下所包含的四個指標中，「核心理念」自然教育中心讓課程參與者能知道

環境保育的相關知識，並採取愛護環境的行動；「課程方案」則指的是自然教育

中心能結合在地環境特色，並依據不同需求設計多元課程；「教學品質」則是指

自然教育中心能善用師生的雙向交流，使用多元成果展現方式，評量學習成效；

「學術研究」則為自然教育中心能不斷精進自然相關領域之教學與研究。 

3.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意旨自然教育中心能善用經營管理方法與策略，以提升服務

品質。而其下的五個指標中，「專業人才」指的是自然教育中心能結合內部專業

人士與外部專家學者，共同推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為自然教育中心能遵循

永續的理念使用設施設備，並進行定期維護，以確保遊客安全；「評鑑表現」為

自然教育中心自我績效管理，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榮獲國家環境教育

獎等殊榮；「策略聯盟」則是自然教育中心能與政府及相關民間機構進行合作，

以提高環境教育服務的品質；「策略發展」則為自然教育中心能積極推展環境教

育策略，且持續與各國相互分享經驗，使員工精進學習，勇於迎接挑戰。 

(三)競合組織自身效能評估 

本研究以 PDCA 模式歸納出組織效能構面，經由專家效度，編制成競合組

織自身效能評估量表，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8。此問卷之意涵為「從您瞭解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運作中，能夠協助我自身組織效能多少程度」，亦即，從

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能夠使競合組織學習到什麼並加以應用，以觀察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在環境教育組織中的影響力。此問卷以李克特氏七點量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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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顯著；1：無顯著影響)，評估競合組織自身組織效能受到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表現的影響程度，PDCA 模式中各步驟所包含的指標其評估意涵如下。 

1. 計畫(P)  

在計畫(P)方面有三項指標，分別為「組織目標」、「相關法規」與「發展策

略」。「組織目標」的定義為組織依照上級機關訂定準確與清晰的目標；「相關法

規」為組織依循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工

作；「發展策略」為依據組織目標與相關法規訂定策略與方案。 

2. 執行(D) 

在執行(D)方面有九項指標，分別為「組織領導」、「專業能力」、「永續經

營」、「組織參與」、「組織士氣」、「資源整合」、「社區互動」、「策略聯盟」與「設

施場所」。「組織領導」指的是組織落實目標規畫、強化組織效能及協調組織單

位；「專業能力」是指組織培育環境教育的專業人力；「永續經營」為組織能有

效規劃生態資源且永續經營；「組織參與」為培養組織成員關係且提升組織成員

參與程度；「組織士氣」為組織士氣的提升；「資源整合」為組織能有效運用在

地資源；「社區互動」為組織與社區互動並建立良好的關係；「策略聯盟」為組

織能有效與策略聯盟合作；最後「設施場所」則為組織能建立符合宗旨與法規

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3. 檢核(C) 

在檢核(C)方面有四項指標，分別為「目標達成」、「組織績效」、「認證獎項」

與「工作滿意」。「目標達成」指組織能完整地達成目標與執行策略；「組織績效」

為組織能有效執行績效管理系統；「認證獎項」則指的是組織獲得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與環境教育相關獎項；「工作滿意」則為組織成員的工作滿意度的提升。 

4. 行動(A)  

在行動(A)方面有四項指標，分別為「適應能力」、「學習成長」、「組織改

善」以及「創新能力」。「適應能力」指的是組織成員能培養發現問題與解決問

題之能力；「學習成長」為組織能夠建立良好的學習型組織；「組織改善」為組

織培養改善並使組織更好的能力；「創新能力」為組織培養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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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組織競合類別與服務單位資訊的分配 

(一)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競合關係情形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競合組織各服務單位類型與不同的組織競合類別數

量統計結果如表 2，並製成交叉分配表表示。從表 2 中可以發現，在競合關係

中競合組織認為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互補者關係佔多數，「爭取顧客時為

互補者」與「爭取營運資源時為互補者」合計佔了全部的 77.4%，而其餘認為

自身組織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競爭者關係者，「爭取顧客時為競爭者」與

「爭取營運資源時為競爭者」合計佔 22.6%。 

若以「標竿學習」觀點，組織可透過和其他組織學習與合作來促進自身組

織的決策，而透過學習與合作的過程，組織會偏向將這些組織視為合作夥伴而

非競爭對象(Bogetoft, 2012)；近年來競合組織之間的學習與資源交換已逐漸從

成本導向轉向知識性導向(Ritala & Hurmelinna-Laukkanen, 2009)，對環境教育這

樣的知識密集產業來說，相互學習尤為重要。據此，可以解釋競合組織認為與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互補者較多數的原因。范秉航(2015)之研究中認為，環境

教育相關公私部門應共同結盟合作，將環境教育轉化為綠色經濟；而「關係學

習」的觀點認為，應與參與學習的組織維持穩定的關係，以避免組織間的投機

行為，否則將不利於組織間的合作關係與資訊流動(楊舒蜜等，2015)，故競合組

織應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保持合作，並維持知識的相互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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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組織競合類別與服務單位類型的交叉列表 

         組織競合類別 

服務單位類型 

爭取顧
客時為
競爭者 

爭取顧
客時為
互補者 

爭取資
源時為
競爭者 

爭取資
源時為
互補者 

總計 

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 
13 47 12 25 97 

(13.4%) (48.5%) (12.4%) (25.8%) (100.0%) 

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

團法人 

1 4 1 2 8 

(12.5%) (50.0%) (12.5%) (25.0%) (100.0%) 

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社團法人與相關機構 

3 19 7 20 49 

(6.1%) (38.8%) (14.3%) (40.8%) (100.0%) 

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

環境教育團體 

4 12 1 15 32 

(12.5%) (37.5%) (3.1%) (46.9%) (100.0%) 

總計 
21 82 21 62 186 

(11.3%) (44.1%) (11.3%) (33.3%) (100.0%) 

註：單位為「個」；以第一欄第一列為例，在合格的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中，認為

自身組織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爭取顧客時的競爭者，共有 13 個組織單位。 

 

 (二)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各項服務單位的競合情形 

在組織競合類別與服務單位類型相互分配之結果，在「合格的環境教育認

證場所」、「環保署核准成立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以「爭取顧客時為互補者」

為所佔比例最大者，分別為 48.5%、50.0%；而在「環保署為主要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社團法人與相關機構」競合類別的分布中，所占比例最大為「爭取顧客

時為互補者」(38.8%)與「爭取資源時為互補者」(40.8%)，兩者約略相等；「各

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則是以「爭取資源時為互補者」為

所佔比例最大者，佔 46.9%。 

環境教育認證場所與財團法人著重在提供服務給顧客；雖然財團法人的主

要經費來源為基金孽息與捐贈收入(彭懷真，2014)，然而業務收入的比重卻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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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的趨勢(李怡穎、陳國泰、黃德舜，2012)，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非營利組織

的營業目的為服務使命導向，而非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投入業務是為了擴大

其服務的目標(黃德舜，2006)，故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成為顧客面的互補者，

相互合作以共同爭取顧客。 

社團法人則是包含提供服務給顧客與爭取營運資源時的兩種互補關係。社

團法人亦為非營利組織，故投入業務亦是為了擴大其服務的目標，然而社團法

人主要經費收入為會員會費與捐贈收入(彭懷真，2014)，與財團法人相較，更需

要外部資源的挹注，因此呈現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爭取顧客與資源的兩種互

補關係。 

各縣市政府核可之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則是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爭取營運資源，因為這些環境保護與環境教育團體屬於各縣市管理之團體，推

測因團體之規模較小，因此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合作可爭取外部的資源或資

金挹注，或是爭取環境教育人才以進行研究與教學，以倡議自身組織之訴求並

且教育民眾，因此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成為爭取資源的互補者。 

二、受訪者對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服務效能與其自身組

織效能認同度之相互關係 

透過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驗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評估構面及

指標與競合組織自身組織效能評估指標之相關性，確認指標的相關性後，再以

典型相關分析檢驗兩個變項指標之間的影響關係。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顯

示(表 3)，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評估構面及指標，皆與自身組織效能評

估指標達顯著相關性，因此進行典型相關分析以檢驗兩變項指標之影響關係。 

(一)所有競合組織中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與自身組織效能

的關係 

使用典型相關分析主要的目的為決定兩組變項的關係強度，並且用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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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構面及指標與自身組織效能評估指標之皮

爾森相關分析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 (雙尾) 

 

構面 

計畫 (P) 執行 (D) 檢核 (C) 行動 (A) 

組織

目標 

相關

法規 

發展

策略 

組織

領導 

專業

能力 

永續

經營 

組織

參與 

組織

士氣 

在地

資源 

社區

互動 

策略

聯盟 

設施

場所 

目標

達成 

組織

績效 

認證

獎項 

工作

滿意 

適應

能力 

學習

成長 

組織

改善 

創新

能力 

環境

特質 
.45** .44** .45** .49** .45** .47** .49** .49** .48** .44** .53** .38** .43** .44** .32** .48** .40** .54** .49** .48** 

教育

特色 
.40** .38** .47** .45** .43** .45** .33** .43** .35** .29** .40** .39** .30** .37** .28** .41** .26** .35** .43** .42** 

經營

管理 
.40** .32** .44** .43** .38** .43** .46** .51** .44** .49** .47** .40** .39** .48** .40** .50** .46** .52** .51** .47** 

指標 

計畫 (P) 執行 (D) 檢核 (C) 行動 (A) 

組織

目標 

相關

法規 

發展

策略 

組織

領導 

專業

能力 

永續

經營 

組織

參與 

組織

士氣 

在地

資源 

社區

互動 

策略

聯盟 

設施

場所 

目標

達成 

組織

績效 

認證

獎項 

工作

滿意 

適應

能力 

學習

成長 

組織

改善 

創新

能力 

自然

資源 
.40** .37** .43** .41** .40** .41** .37** .46** .43** .35** .42** .39** .39** .42** .25** .41** .37** .42** .46** .47** 

人文

特色

資源 

.46** .44** .46** .40** .44** .37** .54** .53** .45** .55** .51** .42** .45** .52** .43** .54** .48** .53** .46** .42** 

永續

發展 
.48** .44** .50** .49** .50** .49** .45** .53** .43** .45** .50** .44** .41** .48** .39** .55** .37** .54** .54** .51** 

核心

理念 
.47** .41** .50** .47** .45** .54** .39** .50** .39** .39** .45** .41** .37** .43** .34** .45** .33** .42** .44** .46** 

課程

方案 
.49** .48** .52** .47** .47** .45** .49** .48** .47** .46** .52** .39** .47** .46** .36** .49** .40** .51** .46** .46** 

教學

品質 
.48** .43** .50** .51** .39** .52** .46** .55** .38** .46** .49** .40** .38** .50** .40** .53** .36** .50** .51** .49** 

學術

研究 
.47** .40** .43** .45** .43** .42** .50** .47** .44** .48** .47** .32** .45** .44** .35** .49** .44** .55** .46** .46** 

專業

人才 
.47** .37** .45** .45** .38** .47** .40** .49** .36** .40** .43** .40** .39** .47** .37** .49** .37** .47** .50** .49** 

設施

場所 
.43** .29** .36** .39** .32** .39** .32** .45** .34** .35** .38** .35** .31** .45** .31** .42** .35** .43** .42** .39** 

評鑑

表現 
.39** .46** .41** .34** .40** .28** .37** .39** .37** .35** .38** .31** .39** .36** .34** .37** .27** .33** .35** .39** 

策略

聯盟 
.51** .41** .52** .52** .40** .48** .47** .54** .47** .50** .50** .42** .42** .52** .41** .54** .39** .54** .53** .55** 

策略

發展 
.47** .38** .49** .54** .45** .51** .46** .50** .48** .51** .50** .37** .41** .48** .45** .53** .38** .51** .5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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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和自變項關係存在的本質(吳明隆、涂金堂，2006)。透過典型相關係數進

行分析，其中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評估指標(Ｘ變項) ，排除理論構面

之題項，共 12 項，競合組織自身組織效能評估指標(Y 變項)共 20 項，而典型

相關模型之數量揀選，需透過分析特徵值(eigenvalue)進行條件篩選，條件為特

徵值的檢驗必須大於 1，以及必須通過典型相關 p<.05 的顯著考驗。此部分共

186 個樣本數，條件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一組特徵值大於 1，然而累積解釋百分比

僅 33.76%，故只會獲得一個典型相關模型；然而此解釋百分比較低，因此再揀

選一個典型相關模型，使累積解釋百分比提升至 52.13%，而兩組模型顯著性皆

為<.01，達顯著性考驗。故本研究分析此部分存在兩組典型相關係數，第一組

典型相關係數(ρ1)為.74，第二組(ρ2)為.63，皆達高度相關(表 4)。 

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54.3%，ρ1 意味典型變項χ1

與典型變項 η1 之間的相關性。根據吳明隆、涂金堂(2006)對相關係數程度的劃

分，「很高相關」為 r 值大於 0.80 (含) 以上；「高相關」為 r 值大於 0.60 (含)以

上，小於 0.80 (不含) 以下；「中相關」為 r 值大於 0.40 (含) 以上，小於 0.60 (不

含) 以下；「低相關」為 r 值大於 0.20 (含) 以上，小於 0.40 (不含) 以下；「很低

相關」為 r 值為小於 0.20 (不含) 以下，而本研究以變相內 r 值相對較高之同級

距範圍者進行討論。而 χ1 則為Ｘ變項之線性組合，在 χ1 與Ｘ變項間之相關係

數最高為「策略聯盟」(-.89)、「教學品質」(-.87)、「永續發展」(-.87)、「策略 

 

表 4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所有競合組織效能的典型相關分析表 

N=186 
抽出 

變異數% 

重疊量

Pct Var 

DEP 

特徵

值

Eigenv

alue 

解釋百

分比 

pct. 

相互解

釋變異

量 ρ2 

典型相

關係數

ρ 

第一組

典型相

關 ρ1 

典型變項 χ１ 58.84 31.98 

1.19 33.76 0.54 0.74 
典型變項 η１ 53.80 29.24 

第二組

典型相

關 ρ2 

典型變項 χ２ 5.05 1.98 

0.65 18.37 0.39 0.63 
典型變項 η2 4.11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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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85) 皆達很高相關；而在 η1 與 Y 變項間之相關係數最高為「工作滿

意」(-.85)、「組織士氣」(-.83)、「學習成長」(-.82)，皆達很高相關(圖 1)。根據

典型相關分析，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結果為，主要解釋競合組織從瞭解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永續發展、教學品質、策略聯盟與策略發展中，可以提升所

服務的組織士氣、工作滿意與學習成長。 

永續發展為環境教育之最終目的，依據環境教育法(2010)第一條「為推動

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

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

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因此永續發展是綜合多項議題發展的最終

概念。而林務局為臺灣最大的資源管理機關，亦為環境保育業務的主管機關，

因此在其轄下之自然教育中心制定永續發展計畫，主動整合相關資源與業務，

在環境教育課程中建構永續發展之內涵，並營造永續生態環境(李晶，2017)。故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透過教學品質的淬鍊與鞏固、主動向外的策略聯盟與多元

的策略發展，傳達其永續發展的精神。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教學品質意涵為善用師生的雙向交流，使用多元成

果展現方式，評量學習成效(李晶，2017)，確保高品質的教學服務亦是林務局自

然教育中心的三大願景之一(翁儷芯，2013)。策略聯盟指的是指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與相關公私部門間進行合作，以雙方的平等互惠、共同參與及責任分擔的

方式進行「合夥」(林蒼蔡等，2013)，以增進環境教育推廣，並且促進生態保育。

策略發展係指自然教育中心積極推展環境教育策略，且持續與各國相互分享經

驗，使員工精進學習，勇於迎接挑戰(李晶，2017)。在競合關係中，競合組織透

過上述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永續發展行動，對組織內部人力有顯著的影響，

特別是組織士氣、工作滿意與學習成長。誠如標竿學習觀點所言，競合組織透

過資訊與知識的交流，讓自身組織有一套制定永續發展的依歸，而這樣的影響

力更展現在這些競合組織的內部人力效能上，對組織士氣與工作滿意的提升，

以及營造學習型組織有深厚的影響。 

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39.3%，ρ2 意味典型變項 χ2

與典型變項 η2 之間的相關性，而在 χ2 與Ｘ變項間之相關係數最高為「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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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43)、「人文特色資源」(.43)，皆達中度相關；而在 η2 與 Y 變項間之相關

係數最高為「組織參與」 (.33)、「相關法規」(.32)、「目標達成」(.31)，為低相

關(圖 2)。根據典型相關分析，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結果主要解釋：透過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資源計劃與評鑑表現成果，可以協助競合組

織釐清相關法規，促進組織成員關係並達成自身設定之目標。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人文特色資源推展方面，透過在地之原住民聚落舊

址、林業文化、社區協力等方式，開發具人文特色資源之課程，與自然資源相

互結合，活化教學內容(李晶，2017；黃群策，2009)。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評

鑑分為內部評鑑與外部評鑑，內部評鑑為各中心之評鑑機制、教學成效評估與

評鑑計畫報告等；外部評鑑為各類認證及獎項，自 2012 年起至今共獲得 28 項

榮譽事蹟，大可致分為服務品質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評鑑優異、以及國家環境教育獎優等獎(李芝瑩，2016；李晶，2017；周儒，

2014)。評鑑機制之目的在於改善，用來判斷所從事特定實務的優點、意義或價

值的過程(許毅璿、李芝瑩、盧居煒、黃昱翔，2013)，因此透過審視評鑑結果，

能夠洞悉環境教育場域規劃與執行之成效；而人文特色資源以「人」為主要考

量因素，透過人與環境的連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加以規劃，可能對於組織成

員關係培養產生正向效果。 

(二)以競爭者觀點探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爭

者自身組織效能的影響 

此部分有 42 個樣本數，分析結果顯示存在三組典型相關模型，特徵值皆

大於 1，顯著性分別為.00、.01、.04，皆通過顯著考驗，第一組典型相關係數

(ρ1)為.98，第二組(ρ2)為.95 及第三組(ρ3)為.93，皆達高度相關(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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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我有競合組織效能的典型相關分析(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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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我有競合組織效能的典型相關分析(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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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96.4%，在 χ1 與Ｘ變項間之相

關係數最高為「策略發展」(.75)、「永續發展」(.66)、「課程方案」(.62)、「學術

研究」(.62)、「人文特色資源」(.61)、「策略聯盟」(.61)，達高相關；而在 η1 與

Y 變項間之相關係數最高為「工作滿意」(.75)、「創新能力」(.67)、「社區互動」

(.67)、「學習成長」(.64)、「組織改善」(.63)、「認證獎項」(.62)，達高度相關(圖

3)。因此，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結果意味競爭者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

心的人文特色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方案、學術研究、策略聯盟以及策略發展，

可以幫助提升競合組織在社區互動、認證獎項、工作滿意、學習成長、組織改

善與創新能力的效能。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除了在人文特色資源、永續發展、策略聯盟與策略發

展的投入外，在課程方案方面，依照不同的團體屬性、需求與目標，結合在地

自然資源特色，設計不同的課程內容(李晶，2017)。課程方案是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對外進行環境教育、環境解說、環境傳播的產品，提供學習服務，強調以

「學習」為核心(周儒、許世璋、郭乃文、王喜青，2014)。在學術研究方面，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進行公開化及系統化的研究，藉由同儕檢視和學術社群的共

同探究，反思教學實務與學生學習以求改進，發展教學實務智慧，進而將此研

究成果公開發表，以促進學術交流與分享(張媛寗、郭重明，2009)達到「對外分

享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運作經驗與成果」的目標。 

 

表 5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爭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表 

N=42 
抽出變

異數% 

重疊量

Pct Var 

DEP 

特徵值

Eigen-

value 

解釋百

分比

pct. 

相互解

釋變異

量 ρ2 

典型相

關係數

ρ 

第一組

典型相

關 ρ1 

典型變項 χ１ 27.93 26.92 

26.53 46.30 0.96 0.98 
典型變項 η１ 30.62 29.50 

第二組

典型相

關 ρ2 

典型變項 χ２ 2.31 2.10 

9.75 17.02 0.91 0.95 
典型變項 η2 2.11 1.91 

第三組

典型相

關 ρ3 

典型變項 χ3 16.13 13.99 
6.55 11.43 0.87 0.93 

典型變項 η3 5.32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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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特色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方案、學術研究、策略聯盟以及策略發展

可視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對於資源的投入，而認證獎項、工作滿意為競合組

織在 PDCA 模式中自我檢核的過程；學習成長、組織改善與創新能力則是組織

自我改善的過程，故本研究將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解釋為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的資源投入對競合組織社區互動營造與組織自我檢核及自我改善效能。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環境教育推廣專業，可視為環境教育產業的領頭羊，

並投入許多資源於其中，這些專業效能的資源投入包含專業研習與學術發表等

研究、國內外典範學習、委外案之執行等(李晶，2017)。而競爭者扮演著與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爭取顧客的收益、補助經費、營運資源等的角色，透過學習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資源的投入模式，以豐富競合組織能量，增加其競爭優勢；

而這些競爭優勢可藉由自我檢核顯現，並不斷自我學習與改善，轉化成為競爭

者獨特之資源。 

在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90.7%，而在 χ2 與Ｘ變項間

之相關係數最高為「人文特色資源」(-.32)，為低相關；而在 η2 與 Y 變項間之

相關係數最高為「組織士氣」(-.25)、「社區互動」(-.24)、「獎項認證」(-.23)、「工

作滿意」(-.21)，為低相關(圖 4)。故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中可以發現，透過

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計畫，可以幫助競爭者組織在組織士

氣、社區互動、認證獎項與工作滿意有正面的影響。 

第二組典型相關(ρ2)可視為組織人際關係導向的影響，意味林務局自然教

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能帶給競爭者組織中人際關係正面之影響。人文特色意

味一群當地人所凝聚出來具有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之特色(李晶，2017)，因此

「人文特色資源」的建置的要素包含對於人文資源的關懷，以推動當地人文特

色之發展，而規劃符合在地林業特色與文化資源之學習場域為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發展目標之一。人文特色資源規劃包含與在地資源與社區環境結合，亦注

重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因此競爭者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人

文特色資源規劃與建置，對外能有效幫助競爭者在社區互動上的提升，而對內

的自身組織成員能提升組織士氣與工作滿意程度，進而推動認證並積極獲得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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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86.8%，而在 χ3 與Ｘ變項間

之相關係數最高為「評鑑表現」(-.57)，為中相關；而在 η3 與 Y 變項間之相關

係數最高為「組織目標」(-.53)，為中相關(圖 5)。因此，由第三組典型相關模型

(ρ3)可視目標的影響導向，由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評鑑表現影響競爭者訂定

組織目標。根據前述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評鑑表現機制與競爭者之特性，競

爭者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內部評鑑，瞭解其建置目標、願景及其策

略規劃，並回饋到自身組織的目標訂定，擬定與競爭者自身組織相符之目標，

以提升競爭優勢；而外部評鑑意味整體社會給予環境教育場域的肯定，藉此亦

可瞭解社會對於環境教育場域之價值，以擬定符合社會價值的環境教育目標。 

(三)以互補者觀點探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自身

組織效能評估的影響 

此部分共有 144 個樣本數，由於特徵值只有兩組模型大於 1，而此兩組顯

著性皆為<.01，故分析結果顯示存在兩組典型相關模型，第一組典型相關係數

(ρ1)為.78，第二組(ρ2)為.72，皆達高度相關(表 6)。 

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61.5%，在 χ1 與Ｘ變項間之相關

係數最高為「核心理念」(.91)，達高度相關；而在 η1 與 Y 變項間之相關係數

最高為「組織士氣」(.85)，達很高相關(圖 6)。因此，由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

結果可以發現，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核心理念，能幫助互補者的組

織士氣。故第一組典型相關(ρ1)為組織理念的影響導向，即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之組織理念影響互補者組織士氣。根據前述互補者透過結盟與相互學習，建立

互惠互助的交流機制，並且傾向合作其他組織學習與合作來促進自身組織的決

策(Bogetoft, 2012)。「核心理念」定義為「自然教育中心能讓課程參與者知道環

境保育的相關知識與議題，並採取愛護環境的行動」，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台

灣推動環境教育之先驅，而教育的核心理念為其互補者學習的典範。而透過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核心理念，得以補足其互補者在教育核心理念建構上的不

足，提升互補者成員之教育能量並鼓舞組織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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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互補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表 

N=42 
抽出變

異數% 

重疊量

Pct Var 

DEP 

特徵值

Eigenva

lue 

解釋百

分比

pct. 

相互解

釋變異

量 ρ2 

典型相

關係數

ρ 

第一組

典型相

關 ρ1 

典型變項 χ１ 54.08 33.27 

1.60 32.56 0.62 0.78 
典型變項 η１ 48.91 30.09 

第二組

典型相

關 ρ2 

典型變項 χ２ 7.37 3.80 
1.06 21.66 0.52 0.72 

典型變項 η2 7.49 3.86 

 

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其相互解釋變異量為 51.5%，而在 χ2 與Ｘ變項間之

相關係數最高為「人文特色資源」(-.66)，為高相關；而在 η2 與 Y 變項間之相

關係數最高為「適應能力」(-.44)、「組織參與」(-.44)、「社區互動」(-.42)，皆達

中相關(圖 7，以灰階色顯示)。故根據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可解釋為，透過

認識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能提升互補者的成員的效能。

因人文特色資源需要組織參與在其中，並且人文特色資源可以透過與社區互動

來呈現，而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人文特色規劃，可以使其互補者組織成

員間培養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能力，即組織成員效能的提升，因此，第二組

典型相關(ρ2)可視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對於自身組織成

員效能之影響。 

(四)小結 

本節透過典型相關分析，以所有競合組織、競爭者、互補者觀點瞭解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合組織其組織效能的影響，各組典型相關分析結

果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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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爭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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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爭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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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競爭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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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互補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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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組織效能對互補者組織效能評估的典型相關分析(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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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所有競合組中 

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結果，主要解釋競合組織從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

中心的永續發展、教學品質、策略聯盟與策略發展中，可以提升所服務的組織

士氣、工作滿意與學習成長；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結果主要解釋，透過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資源計劃與評鑑表現成果，可以協助競合組織

釐清相關法規，促進組織成員關係並達成自身設定之目標。 

2. 在競爭者中 

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結果，意味競爭者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的人文特色資源、永續發展、課程方案、學術研究、策略聯盟以及策略發展，

可幫助提升競合組織在社區互動、認證獎項、工作滿意、學習成長、組織改善

與創新能力的效能；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中可以發現，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

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計畫，可以幫助競爭者組織在組織士氣、社區互動、

認證獎項與工作滿意有正面的影響；第三組典型相關模型(ρ3)結果，可視為目標

的影響導向，由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之評鑑表現影響競爭者訂定組織目標。 

3. 在互補者中 

由第一組典型相關模型(ρ1)結果可以發現，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的核心理念，能幫助互補者的組織士氣；根據第二組典型相關模型(ρ2)可解釋

為，透過認識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能提升互補者的成員

的效能。易言之，以所有競合組織的觀點來看，從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永續

發展規劃能夠幫助自身組織內部人力的效能；亦可從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

文特色資源與評鑑表現中，能協助自身組織釐清相關法規，並協助改善組織成

員參與以及尋得達成組織目標的資源。 

若參與本研究的組織認為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競爭者，則可以透過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資源投入，獲得改善自我組織的社區互動、自我檢核與自

我改善的資源；或是從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以改善

組織人際關係；最後可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評鑑表現，以改善自身組織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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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參與本研究的組織認為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為互補者，可以從瞭解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核心理念，改善自身組織的組織士氣；亦可從林務局自然

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獲得改善自身組織成員效能的方法。 

透過本研究之結果，自身組織需明確定義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競合關

係，以應用互補者與競爭者在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對自身影響中相對應的效果，

以提升自身組織之效能。 

 

表 7 所有競合組織、競爭者、互補者觀點之典型相關分析整理表 

競合關係與典型相關
組數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影響因素 競合組織被影響因素 

所有競
合組織 

第一組(ρ1) 永續發展規劃 

永續發展 

教學品質 

策略聯盟 

策略發展 

內部人力效能 

組織士氣 

工作滿意 

學習成長 

第二組(ρ2) 
人文特色資源 

評鑑表現 

相關法規制定 

組織參與 

目標達成 

競爭者 

第一組(ρ1) 資源投入 

人文特色資源 

永續發展 

課程方案 

學術研究 

策略聯盟 

策略發展 

社區互動 

自我檢核 
認證獎項 

工作滿意 

自我改善 

學習成長 

組織改善 

創新能力 

第二組(ρ2) 人文特色資源 人際關係 

組織士氣 

社區互動 

認證獎項 

工作滿意 

第三組(ρ3) 評鑑表現 組織目標 

互補者 

第一組(ρ1) 核心理念 組織士氣 

第二組(ρ2) 人文特色資源 組織成員效能 

組織參與 

社區互動 

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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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多數受訪者認為自身組織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互補

者 

多數組織(77.4%)認為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是互補關係，其中環境教育認

證場所、財團法人傾向為爭取顧客的互補者；縣市政府團體傾向為爭取資源的

互補者；社團法人則是顯現出上述兩種關係。 

(二) 受訪組織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不同競合關係

中影響因素皆不同 

所有受訪組織，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永續發展規劃，能協助自

身組織內部人力調整及規劃；亦可從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與評

鑑表現中，釐清自身組織對相關法規的遵循，並協助改善組織成員參與，以及

更精確達成組織目標 

在競爭者中，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在資源上的投入，能協助改善

自我組織與社區的互動，提升自我檢核與自我改善的能力；抑或是透過瞭解林

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能協助改善組織中與組織間的人際關

係；亦可從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評鑑機制與評鑑表現中，獲得改善自身組織

目標的方法與協助。 

在互補者中，透過瞭解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核心理念，能協助改善自身

組織士氣；亦可從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規劃中，獲得改善自身

組織成員效能的方法。 



不同競合關係中目標組織對其競合組織的影響 

37 

二、建議 

(一)建議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應與其他環境教育組織保持合

作，維持知識相互流通 

近年來競合組織之間的學習與資源交換已逐漸從成本導向轉向知識性導向，

對環境教育這樣的知識密集產業來說，相互學習尤為重要，因此組織可透過和

其他競合組織合作與學習以促進自身組織的效能，故據研究結果建議，林務局

自然教育中心與環境教育組織良好的保持合作關係，以維持織是相互流通，並

促進自身組織效能。 

(二)建議環境教育組織清楚定義自身組織與林務局教育中心

的競合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將自身組織與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競合關係明確定

義，以應用互補者與競爭者在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對自身影響中相對應的效果。

競爭者可以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資源投入幫助自身組織的組織士氣、自

我檢核與自我改善效能；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人文特色資源幫助自身組

織的人際關係；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評鑑表現幫助自身組織的組織目標。

互補者則可透過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核心理念幫助自身組織的組織士氣；透

過人文特色資源幫助自身組織成員的效能。 

(三)建議未來透過質性研究以完整環境教育組織的競合關係

與組織效能之研究 

本研究以量化方式，藉由標竿學習之概念編制問卷，以初探林務局自然教

育中心對其競合組織效能織影響性。建議未來透過質性研究輔助，加以更深層

探討競合關係與組織效能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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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rising, and 

the marke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the expan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has accelerated gradual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estry Bureau Nature Center 

(NC) and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of Taiwan. The purposes were to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NC and to discus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NC on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of Taiwan. The 

study defined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value net, and adopted the concept 

of “benchmarking”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NC on oth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viders in variou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surveyed the co-opetition 

organization of the NC from July 1 to August 31, 2017. The survey targeted cer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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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undations approv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juridical associations cooperated 

with EPA and other related group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 groups approv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Quota sampling was conducted on the population of 1,102 units. 

The representatives recommended by the target organizations were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s through e-mail and in-person visits. A total of 186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excluding two which were invalid. Bivariate table has 

been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which the NC plays in it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acts of the NC on its co-opetition organizations based on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have been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ir 

organizations were complementary to the NC; (2) by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C, all co-opetition organizations improved their internal energy and the ability 

of goals setting. The impacts on competitors were the organizational improvement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goal setting; whereas, the complementors 

improved their organizational morale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1)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should mainta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C to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2) the organizations need 

to clearly define the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NC, so that the complementors 

or competitors can apply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 to improve their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and (3) qualitative researches could be executed in the future to 

complete the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opetition and effectiveness among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Keywords: PDCA model,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rganizational co-opetition, 

value net, benchmar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