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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智模式
—組織的七大學習障礙



建立共
有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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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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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
智模式

系統
思考

願大志堅菩提現
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團隊組合卓越表現
個人精進團隊成長

合和互協共存共榮
點燃熱情信賴心安

消除異見、邪見、執著
形成正知、正見、正法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練



全面體檢你的組織
◼ 為什麼在許多團隊中，每
個成員的智商都在120以上，
而整體智商卻只有60?

◼ 為什麼1970年列名財星雜
誌500大排行榜的企業，到
了80年代卻有三分之一已
消聲匿跡?

◼ 這是因為:組織的學習障礙
妨礙了組織的學習及成長。



組織的七大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Organization

◼ 局限思考(本位主義)
I am my position

◼ 歸罪於外(都是別人的錯)
The enemy is out there

◼ 缺乏整體思考的主動積極(自掃門前雪)
The illusion of taking charge

◼ 專注於個別事件(見樹不見林)
The fixation on events

◼ 煮青蛙的故事(反應遲緩麻木)
The parable of the Boiled frog

◼ 從經驗學習的錯覺(蕭規曹隨)
The delusion of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 管理團隊的迷思(團體盲點)
The myth of the management team



組織學習障礙

學習型組織

局限思考

歸罪於外

缺乏整體思考

管理團隊的迷思
從經驗學習的錯覺

解
決
方
法



一、局限思考(本位主義)

◼ 以片段的方式來看外在
的世界。

◼ 只專注於自身職務上，
不會對所有職務互動所
產生的結果有責任感。



一、局限思考(本位主義)

◼ 以片段的方式來看外在
的世界。

◼ 只專注於自身職務上，
不會對所有職務互動所
產生的結果有責任感。

站在全公司
的角度思考
訓練全球化
的思考
學習跨領域
的知能





二、歸罪於外(都是別人的錯)

◼ 不限於指責組織內的
同仁，有些甚至指責
組織外的因素。





二、歸罪於外(都是別人的錯)

◼ 不限於指責組織內的
同仁，有些甚至指責
組織外的因素。

先自我檢討
養成自我反省
習慣
培養團隊作戰
意識
培養感恩尊重
愛的文化



三、缺乏整體思考的主動積極(自掃門前雪)

◼ 管理者在面對難題時，
經常以有擔當為傲。
面對問題主動積極解
決，並在問題擴大成
危機之前採取行動。

◼ 自掃門前雪就是缺乏
這樣的擔當。



三、缺乏整體思考的主動積極(自掃門前雪)

◼ 管理者在面對難題時，
經常以有擔當為傲。
面對問題主動積極解
決，並在問題擴大成
危機之前採取行動。

◼ 自掃門前雪就是缺乏
這樣的擔當。

學習擔當與
當責
主動積極與
危機預防
練習問題的
推演變化







四、專注於個別事件(見樹不見林)

◼ 如果人們的思考充斥著短期
事件，那麼創造性的學習在
一個組織之中便難以持續。

◼ 如果專注於個別事件，最多
只能在事件發生之前加以預
測，作出最佳反應，而無法
學習如何創造。



四、專注於個別事件(見樹不見林)

◼ 如果人們的思考充斥著短期
事件，那麼創造性的學習在
一個組織之中便難以持續。

◼ 如果專注於個別事件，最多
只能在事件發生之前加以預
測，作出最佳反應，而無法
學習如何創造。

看長遠
有願景
顧整體
大格局
有彈性
能調整





五、煮青蛙的故事(反應遲緩麻木)

◼ 如果你把一隻青蛙放進沸水
中，它會立刻試著跳出。

◼ 要學習看出緩慢、漸進的過
程，必須放慢我們認知變化
的步調，並看出注意那些細
微以及不太尋常的變化。





五、煮青蛙的故事(反應遲緩麻木)

◼ 如果你把一隻青蛙放進沸水
中，它會立刻試著跳出。

◼ 要學習看出緩慢、漸進的過
程，必須放慢我們認知變化
的步調，並看出注意那些細
微以及不太尋常的變化。

對環境
敏感度
對細節
觀察力
吹哨人
的制度





六、從經驗學習的錯覺(蕭規曹隨)

◼ 最強有力的學習出自直接的經驗。

◼ 能從經驗學習當然是最好的，但是對
於許多重要決定的後果，卻無從學習。

◼ 開始訓練人才的最好時機，是人力市
場達到飽和的時候，因為當訓練完成
得時，供應不足情況正好開始發生。





六、從經驗學習的錯覺(蕭規曹隨)

成功的經驗不一定是好老師，
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會成功。
培養謙虛、包容、歸零的心態。
勤學習，願意多方嘗試，不斷
修正。



七、管理團隊的迷思(團體盲點)-1

◼ 企業中的管理團隊把時間花在爭權奪利，或必
避免任何使自己失去顏面的事發生。

◼ 同時佯裝每個人都在為團隊共同目標而努力，
維持一個組織和諧的外貌。

◼ 為了符合這樣團隊形象，他們設法壓制不同的
意見，保守的人甚至公然談及這些歧見，而共
同的決定更是七折八扣之下的妥協─反映每一個
勉強能接受的、或是某一個人強加於群體決定。



七、管理團隊的迷思(團體盲點)-2

◼ 團隊學習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因為大
部份的管理者害怕，在團體中互相追
根究底的質疑求真所帶來的威脅。

◼ 大多數的公司只獎勵擅於提出主張的
人，而不獎勵深入質疑複雜問題的人。

◼ 熟練的無能─團隊中充滿了許多擅於
避免真正學習的人。





七、管理團隊的迷思(團體盲點)

避免官僚主義，避免集體迷信，
避免官大學問大，信任部屬。
養成尊重少數意見的文化，避免
一言堂或是多數決造成的盲點。
鼓吹追根究底的文化，獎勵提案，
鼓勵創新。



改善心智模式

◼改善心智模式---
新眼睛看世界



改善心智模式的修練
◼ 所謂的『心智模式』是指根深柢固在我們心中，
影響我們如何了解這個世界，以及如何採取行動
的許多假設、成見，或是圖象、印象。而在管理
的許多決策模式中，決定什麼可以做或者什麼不
可以做，也常常是來自於心智模式。

◼ 通常不太容易察覺到自己的心智模式，以及它對
我們行為的影響。在這項修練中，我們學習發掘
自己內心世界的圖象，使它們浮上表面，並且嚴
加審視。



改善心智模式需要的能力

◼ 自省的能力

◼ 以同業/異業為標竿的能力

◼ 深度匯談的能力

◼ 學習聆聽的能力

◼ 開放心胸的能力

◼ 換位思考的能力



換個角度想
◼ 你不能控制生命的長度
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寬度

◼ 你不能左右天氣
但你可以改變心情

◼ 你不能改變容貌
但你可以展現笑容

◼ 你不能控制他人
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 你不能預知明天
但你可以利用今天

◼ 你不能樣樣勝利
但你可以事事盡力



心智模式與系統思考

心智模式

系
統
思
考

融合系統思考
與心智模式

改善想法

改變思考
方式

Ex:殼牌石油的
『預演未來情境法』
幫助殼牌石油的
管理者，從紛亂
變化的事件中跳
脫出來，而看出
變化的型態。

加上時間、空間、人與
人之間的變數。



思維的改變 Paradigm Shift

◼ 典範的移轉(思維的改變)

◼ 以往認為對的，現在已經不適
用，不對了，必須使用新觀念，
新思維。



思維的改變 Paradigm Shift

◼ 典範的移轉(思維的改變)

◼ 以往認為對的，現在已經不適
用，不對了，必須使用新觀念，
新思維。

One man One Boss
Unity of Command

One Stop Sopping



改善心智模式的具體行為--可靠／承諾

◼ 設定事業目標並積極達成承諾

◼ 展現出堅持信念、理想與支持
工作夥伴的勇氣／自信

◼ 公正、富同情心，信心同時仍
勇於做出困難的決策

◼ 為了保護環境，展現出絕不妥
協的責任感



改善心智模式的具體行為--全球化視野

◼ 展現全球性的認知／感受，並樂
於建立多元化／全球化的團隊

◼ 重視並促使全球化達極限，並讓
工作團隊多元化

◼ 每個決策都考量到全球性的影響；
鼓勵追求全球性的知識

◼ 尊重、信任與尊敬所有人



學習型組織-1
組織─創造未來的能量，培養
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
且持續學習如何共同學習。
學習型組織真諦─人們可以在
其中逐漸在心靈上潛移默化，
活出生命的意義。
學習型組織─天生的學習者。



學習型組織-2

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希臘字
是『metanoia』它的意思是
『心靈的轉變』。
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練─
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
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
團隊學習。



第五項修練—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

自我管理
自我驅動

認清方向
認同願景

團隊建立
合和互協

整體思維
正確判斷

去除無明
消除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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