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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台灣 2003 年甫成形的數位學習產業目前已創下

十億元的年產值。由於政府持續的推動與獎勵，預估 2004 年線上學習產

值可達三十億元，成長二倍以上。企業建置線上學習─即所謂 e-Learning

的環境，其目的在於利用資訊技術提升教育訓練的效益，此舉實為企業

針對訓練與學習實施組織變革的具體作為。鑒於有效推動組織變革的成



本相當高，變革推動者事前應經過周詳的分析規劃，執行中還要克服許

多組織既存的限制，事後還得要反覆檢討改進，最後才有可能達成並維

持預期的目標。 限制理論（Theory of Constraints，TOC），從分析「改變

什麼」、「改變成什麼」與「如何造成改變」開始思考，到運用其特有

的思考流程工具作深入的分析，其邏輯思維架構即為一套藉由系統化、

簡單化分析以有效改善並解決組織變革限制的工具。本研究目的在於應

用限制理論思考流程工具，分析國內企業在改善線上學習（e-Learning）

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限制，即藉由現況樹、衝突圖、未來狀態樹、負面

效應分枝、要件樹與轉變樹等六樹圖思考流程工具，解析這些限制因素

與因應之道，同時建構出一套問題剖析與改善架構。本研究採個案研究

與深度訪談方式進行。利用訪談結果作為系統思考工具分析的輸入，將

六樹圖分析之模式結果作為輸出。本研究結果盼能協助企業組織在改善

線上學習時，能預先對於自身既有或潛在的限制有所了解與因應，最終

能有所突破，進而達到訓練學習變革所規劃的目標。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from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that the booming of e-Learning industry in Taiwan is already achieved 

NTD 1 billion in 2003. Owing to Taiwan government continually promoting and 

rewarding domestic enterprises of introducing e-Learning facilities to enhance 

employee’s training performanc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he annual volume of 

e-Learning industry in 2004 will grow doubly up to NTD 3 billion, quoted by 

official forecast. The purpose of enterprise e-Learning facilities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training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networking-ba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tilization. The very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outcome are typical 

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view of enterprise training enforcement. TOC (Theory of 

Constraints), a change-focused and constraint-resolving methodology, starts from 

asking three typical change-oriented questions: “What to change?”, ”To what 

to change?” and “How to cause the change?” is defined to find out critical 

issues of changes deployment, and then through the TP (Thinking Process) six 

logic tree tools (i.e. current reality tree, evaporating cloud, future reality tree, 

negative branch, prerequisite tree and transition tree) to analyze the constraints step 

by step and come out an feasible action plan of target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irst using TP tools to analyze the improving process in resolving 

constrained issues in domestic enterprise e-Learning facilities, secondly to identify 

and construct a positive cyclic TP-based system-constraints improving model. This 

study adopts case study method as well as interview method, and conducts 

interviews with semi-structured approach. This study also utilizes the interview 

outcomes as TP tools analysis input, and concludes the analysis results as output. 

The expectation of this study is hoping the conclusions and output model can 

provide guidelines to support enterprises to realize their inherent or emerging 

constraints while (or before) they perform the improving action plan in e-Learning 

facilities. Therefore the improving process can be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ly to 

leverage the change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raining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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