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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本章分為四節，分別概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制訂研究問題並擬

定研究流程，最後，為本研究的重要名詞進行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許多國內外學者均提示了知識的重要性，例如：Drucker（1993）

主張，在企業中，知識是唯一有意義的資源；而且，在未來十年內的全

球經濟體系中，知識可能是組織最大的競爭優勢（Davenport和 Prusak, 
1999）；Pemberton、Stonehouse（2000）與 Quinn（1992）也認為，
要獲得能增加組織競爭優勢的重要資產，組織就必須依賴對 know-how
與顧客的深度瞭解而獲得知識；國內學者則說明，知識與創新是企業在

全球競爭中能否保有競爭優勢的關鍵（張吉成、周談輝、黃文雄 , 
2002）；唯知識的競爭優勢是具永久性的，因為它能持續創新並強化組

織的競爭優勢（Moorman 和 Miner, 1997; 炬見工作室, 2005, p.19）；
組織若未具備知識的優勢資源，此組織將不具競爭力（林東清, 2004, 
p.5）；所以，擁有知識的組織即能獲得競爭優勢，有能力可以回應市場

需求，達到組織求生存的目標，並能因應知識時代快速變動的要求（林

海清, 2005）；同時，從組織記憶歷史脈絡中擷取已保存的知識，對目

前的組織決策制訂將產生幫助、減少交易成本，進而增進組織決策執行

的效率與效果（Ackerman, 1994; Walsh 和 Ungson, 1991）。 
同樣地，知識也能為學校組織創造競爭優勢。一切的學習都蘊含著

記憶（碩網資訊, 2003, p.54），而學校本身就是一個學習的場域，就應
該不斷學習、持續創新、傳遞知識（曾志朗, 2002），透過學校成員一
致地朝向學校目標進行學習，獲得知識並學習如何運用知識，再將這些

知識散佈給學校內更多的人，將使知識變得更有意義，達到學校創新與

學生成就提升的組織目標（Kruse, 2003），所以學校也是一個知識密集

的組織。吳清山（2001）提示，現今的學校正處於知識經濟與快速變

遷的社會中，學校組織唯透過有效運用知識管理策略之途徑，才能增強

學校體質與競爭力；Kruse（2003）進一步提出，透過共同知識發展的

過程，能強化學校的策略能力，進而管理與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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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成就的組織目標。同時，學校本身亦為儲存學習的寶庫（van 
den Broek, 1995），學校本身可以透過學習活動，學到智慧也避免錯
誤，並留下具持續性的組織記憶供未來使用（Ackerman, 1994），使學
校變得更“聰明＂，成為以知識為導向的組織，進而創造價值，達成學

校的整體目標（March, 1999）。至於學校究竟該學什麼，才能變得更

聰明，Hanson（2001）則主張，學校應該學習與組織記憶、組織學習
以及體制論相關之知識，以成功帶領學校渡過教育改革，這裡的教育改

革係指會導致重建學校核心程序、課程或教學法的重大改變。 
在組織學習、組織記憶與體制論三大研究領域中，不但研究者與企

業界都對於“組織學習＂的概念展現了大量興趣（Bent, Paauwe 和 
Williams, 1999），組織學習也在學校組織中引發不小的震撼，讓教育行

政人員、教職人員、父母及學生對於教與學產生不同的認識及見解，體

認到「學校的確具有潛能可以進行學習」（Kruse, 2001, 2003; 
Leithwood 和 Louis, 1998）、「學校也要學習」（Senge, 2000/2002, 
p.8-9）的觀念，而唯有透過這些利害關係人對組織學習概念的理解與

彼此合作，教育改革才得以獲致成功（曾志朗, 2002），而這觀點也與
Hanson（2001）的主張不謀而合，故與組織學習相關的知識的確是學

校應該重視的。 
愈來愈多教育者體認到，學校以外的大環境，已由自己所熟知的體

制環境，轉為波動頻繁、與任務直接相關的環境（Hoy 和 Miskel, 1996; 
Lam 和 Pang, 2003）；也就是說，以往認為只要獲得體制合法性就不

必理會大環境波動、只依學校本身需求即可獲得資源的學校組織，因政

府引進市場力量，而使評鑑方式改以針對學校績效表現、執行效率及執

行工作能力進行衡量，並依學校績效表現分配其所能獲得的資源（Lam 
和 Pang, 2003），而學校為了提升組織績效，它必須與其環境密切合

作，以保有其競爭力與創新性（Fiol 和 Lyles, 1985），而這種改變也
使得學校組織也愈來愈貼近社會、學校經營狀況愈來愈透明化（Lam 和 
Pa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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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因應教育大環境不斷的改變（如：教育改革的外力趨動1），官

僚制的學校組織必須經歷改變與組織學習，以求迅速改善其能力，尋找

最大的利基並提高學校績效（Fiol 和 Lyles, 1985），使學校在劇烈變

動的外部環境脈絡中重新定位、尋覓長期生存與成長之道（Fiol 和 
Lyles, 1985; Meyer, 2002）。而前述Fiol 和 Lyles（1985）所稱的組織
學習，就是指透過獲得較佳的知識並詮釋知識，以改善組織行為的歷

程，而組織記憶的歷程即包括獲得、保留、存取（retrieve）知識2（Kruse, 
2003; Walsh 和 Ungson, 1991），表示當組織進行學習活動時，組織

同時也在經歷組織記憶發展的過程（Fischer, Ostwald 和 Stahl, 2000; 
Hackbarth 和 Grover, 1999），這也就是Rob 和 Lloyd（2000）所主
張的：「組織學習即為組織記憶的發展」（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s 
organizational memory development），因此，學校為了符應大環境變

動而進行改變與組織學習的歷程，即可視為學校組織記憶的發展；故

Hanson（2001）雖主張學校應吸收體制論的知識，然深究其主張內涵，

其解決之道其實與組織記憶殊途同歸。 
關於組織記憶的研究，如Wexler（2002）指出，組織記憶就如同

有潛力的無形資產，它可以大大提升組織的經濟價值；Rob 和 Lloyd
（2000）則主張，經由瞭解重要組織記憶的儲存處，並獲得關鍵的組
織知識、引導組織行為與決策制訂，進而提高組織績效、促動下一階段

的組織學習，故組織學習可被視為組織記憶的發展；但個人在文獻搜尋

的過程中，很難找到與組織記憶相關的實證研究，多數的組織記憶研究

均著重在文獻探討及概念發展層面，正如 Huber（1991）所言，「組織
記憶為組織學習與決策制訂的決定因素，但我們發現，組織記憶領域仍

需要更多系統化實證研究的支持」（Organizational memory, as a 
determinan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was 
found to be much in need of systemic investigation）；相關證據也顯
示，在產業界，組織記憶的確未受到重視與充份運用（Kransdorff, 
1998/2000, p.15、p.30）；因此，需要更多的學者投入組織記憶的研究

領域，倡導組織記憶的概念（Kruse, 2003）；對教育組織而言，提示組

                                                 
1 Kerr（1972）指出，教育是抗拒改變的，即使改變真的發生，也是依靠外界力量而達成的。 
2 Stijn 和 Wensly（2001）則主張，組織記憶的歷程應包括獲得、保留、維護、存取（retrieve）
知識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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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記憶的重要概念也將有助於學校維持不易被模仿、獨特的競爭優勢，

並提高組織成果與績效（Foil 和 Lyles, 1985; Lam 和 Pang, 2003; 
Meyer, 2002）。 
許多與組織記憶相關的研究結論均顯示，組織成員的流動會嚴重影

響組織記憶成長或中斷組織學習（Argote, 1996; Bell 和 Iverson, 2002; 
Carley, 1992; Rob 和 Lloyd, 2000;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Walsh 和 Ungson, 1991），但在現今社會中，終身雇用景象不再、短

期勞動力與組織縮編（downsizing）屢見不鮮（Kransdorff, 1997, 
1998/2000, p.57），每天都有職員進入或離開組織，隨之帶走組織的重

要知識及經驗，原組織則陷入重蹈覆轍、學習缺乏連貫性的危險（Rob 
和 Lloyd, 2000;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新進職員雖然可能為
組織帶來多元知識或經驗，但他們必須在短期內迅速「進入狀況」、瞭

解組織的工作模式，若是無法融入組織，他們又將會做出離開的決定

（Kransdorff, 1997; Bowen, 2005, p.168; 上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27）。所以，正如 Hedberg（1981）所稱，組織該如何因應組織成員
來來去去的現象，如何運用組織記憶保存某些重要行為、經驗、規範、

價值觀、心智地圖（mental maps）等（Fiol 和 Lyles, 1985），將組織
成員流動的傷害降到最低，則是目前組織記憶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故而

研究者希望能在幼教領域中，探求組織記憶對幼稚園組織、園長及教師

的幫助，並釐清在幼教現場中，影響組織記憶發展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主要設定在幼稚園組織領域中，探討影響組織記憶的因素，

雖然國內研究論文3也曾進行相關討論，但尚未有研究者針對教育場域

進行實證研究，而個人欲瞭解，面對教師流動存在的私立幼稚園，是否

會像眾多學者所言，教師流動將對組織記憶造成負面影響，降低組織效

                                                 
3 國內相關研究如： 
許芳銘、何祖鳳、陳淨施（2005）。影響組織記憶運作的重要因素。檔案季刊，4（4），
p.24-35。 
張志舜（2004）。從資訊處理觀點探討內隱知識與組織記憶之關係。國立東華大學國際企

業學系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鄭玉琳（2003）。探討在知識管理下組織文化與記憶對組織績效影響之研究－以奇美企業

集團為例。私立大葉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④孫葦（2005）。知識儲存模式對組織創新之影響－以組織記憶與組織學習為中介變項。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⑤陳淨施（2005）。組織記憶運用之影響因素探討。國立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研究所未

出版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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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績效與喪失競爭優勢（Bell 和 Iverson, 2002; Croasdell, et al. 
2003; Fiol 和 Lyles, 1985; Weiser和Morrison, 1998; Stijn 和 Wensly, 
2001; Walsh 和 Ungson, 1991; Wexler, 2002; Hagel Ⅲ 和 Brown, 
2005/2006, p.214；Bowen, 2000/2005, p.45、46; 孫志麟, 2003），直
接損失人才成本與人才重置成本4（上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69），
進而導致嚴重人力斷層（Kransdorff, 1997, 2000）？或者是如同Argote
（1996）的研究結果，流動率提高只會使組織成本增加，但並不會對

組織績效造成重大影響？還有，教師對組織記憶是否具有存取需求

（retrieval demands）？抑或只是將組織記憶束之高閣、從不存取？若

教師確實對組織記憶具存取需求，則個人從組織記憶中所獲得的知識是

否真有幫助、具有效性？亦或不具有效性、反而會增加錯誤決策發生的

機會？這也就是Walsh 和 Ungson（1991）所指的組織記憶的誤用陷
阱，雖然瞭解過去的經驗可以協助預測現在的決策，唯個人應特別注意

所存取的組織記憶脈絡，以免導致組織記憶失效與錯誤發生。最後，我

們能否在教師流動現象存在的幼稚園中，找到仍能有效維持組織記憶的

捷徑？為了獲得上述問題的解答，本研究將以幼稚園組織為例進行探

討，希望能透過這個研究，瞭解幼稚園教師對組織記憶的需求程度，探

索影響幼稚園組織記憶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關鍵因素，並希望發
現組織記憶的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5之間的關連性。 

                                                 
4 人才重置成本即指當人才流失後，為了維持組織的產能，而需要招聘新人，重新投入成

本以培養人才，其所花費的成本即人才重置成本。 
5 由於本研究設定之研究對象為幼稚園教師，在考慮組織記憶有效性對績效的影響時，發現

在徵詢幼稚園教師以獲得幼稚園整體之組織績效表現時，可能會因組織內每個人對績效要求

的標準不同，而出現更大的資訊扭曲，故最後決定以自評的教師績效知覺取代組織績效衡

量，去除不同教師對組織績效期望不同的落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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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就算重要知識及經驗已由組織獲得，但組織成員離職時，組織記憶

仍會被而抵消（Kransdorff, 1997），因為儲存在組織成員腦海中的知識

與經驗，是最容易流失的（Carley, 1992; March, 1991），故組織成員
更替的確是組織記憶的主要威脅，因為許多記憶是屬於個人的（Stein 
和 Zwass, 1995）。因此，如何有效獲取、保留、維護及存取（retrieve）
組織成員的知識，以避免重要的組織記憶消失（Kruse, 2003; Walsh 和 
Ungson, 1991; Weick, 2000; Wijnhoven, 1999），儼然已成為當前組織
最需要關切的課題之一（Lahaie, 2005）。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職員流動將致使組織績效下滑、組織效能降

低，進而喪失組織優勢（Bell 和 Iverson, 2002; Croasdell, et al. 2003; 
Fiol 和 Lyles, 1985; Morrison 和 Weiser, 1996; Stijn 和 Wensly, 
2001; Walsh 和 Ungson, 1991; Wexler, 2002; Hackbarth 和 Grover, 
1999; Hagel Ⅲ 和 Brown, 2005/2006, p.214；Bowen, 2000/2005, 
p.45、46; 上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69; 孫志麟, 2003）。教師流動

確實會影響幼稚園所擁有的組織記憶，特別是屬於教師個人的記憶，例

如：教學實務經驗與教學知能，總是隨著教師離開而消失。況且，擁有

較佳知識的教師，總是較容易找到更好的機會（Rob 和 Lloyd, 2000），
更容易從幼稚園出走，使組織記憶產生知識缺口。所以，當原任職教師

因退休、離職、加入其他幼教組織、遣散或解雇而離開原組織，幼稚園

將招聘新進人才，但新進教師在受聘後的第一年，可能會因為幼稚園職

前教育的不足，使得新教師在短期內被迫要在「融入環境」或「離開」

二者做抉擇（Bowen, 2000/2005, p.167、168），若是新教師在工作一

段時間後又選擇離開，這對幼稚園士氣與教師積極性又將造成傷害（上

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43）。 
相關文獻顯示，原任職者之間，擁有非常類似或相關的

know-how，也就是共通知識（Dixon, 2000/2001, p.26），也就是教師
在其工作環境中是如何應用其教學知能的，如：對於幼稚園文化的理解

及適應、共享價值觀及信念系統的認識、幼稚園管理風格及決策風格的

認知、與其他教師的互動關係之建立方式等等（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而組織記憶則是最能協助教師理解決策當時的脈絡與運作方

式，提供當前決策制訂指引；因此，原任教師能透過組織記憶內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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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讓他們能自我引導，制訂符合脈絡的決策，而這些組織記憶都是

新進教師急欲瞭解的知識，以求儘速「進入狀況」（上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27）、「融入環境」（Bowen, 2000/2005, p.167, 168），故本研
究欲瞭解，新進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是否較高，這也就是本研究

之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幼稚園場域中，新進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是否較
高？ 

 
Croasdell（2001）指示，組織記憶內容是否有效為未來研究的重

要領域，因為組織記憶有貶值（depreciation）、誤用（misuse）、保存
成本…等的問題。首先，組織記憶貶值係指，當部分記憶已變得法存取
（retrieve）時，此部分的組織記憶就已變得無價值了（Argote, 1996），
例如：幼稚園將某些資料儲存於磁碟片中，但卻因磁碟片受潮而無法再

使用，而此類組織記憶已然喪失其有效性。其次，組織記憶誤用，則是

指雖然歷史可以提供對目前決策合理的預測，但決策者應該試著去懷疑

過去的決策脈絡與現今決策脈絡的相似性，小心謹慎地使用歷史資訊

（Walsh 和 Ungson, 1991），以避免錯誤決策的發生；或者是因個人
的偏見而影響已儲存的資訊之詮釋（Croasdell, 2001），這不但浪費了

儲存組織記憶所花費的成本，還可能導致錯誤的決策（Stein 和 Zwass, 
1995），若教師仍存取此類不具有效性之組織記憶，所得到的組織記憶

知識是否能有效解決其問題，結果亦有待商確，故幼稚園組織應該致力

於組織記憶有效性之維持，以免因無效的組織記憶而導致制訂錯誤決

策。 
幼稚園又應該透過何種機制，收集並保存教師的專業知能於組織記

憶中，以預防組織記憶流失、保持組織記憶的有效性、減少組織記憶的

喪失（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 2003）？學者提出許多途徑，例

如：維持組織記憶的可接近性，如建立完善的資訊系統（Walsh 和 
Ungson, 1991; Croasdell, 2001）、保存離職訪談、口述歷史與學習審

查（Kransdorff, 1997;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編纂組織史
（Roth 和 Kleiner, 1998）、工作錄影存證（Argote, 1996）、進行事後

評估（Rob 和 Lloyd, 2000）、設置「首席知識長（CKO）」專責整合
組織內外的知識（Davenport和 Prusak, 1998; Meyer, 2002）、透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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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排，將職員的工作內容重疊，以有效減少組織記憶的流失（Nonaka
和 Takeucki, 1995）、或者鼓勵組織成員知識分享的行為（Nonaka 和
Takeucki, 1995）等等，依據上述學者的主張，這些因素將對組織記憶
的完整性產生影響，故本研究在文獻探討段落中討論及整理學者們所提

供的方法，並透過問卷實證的方式，瞭解學者所提示之影響因素是否也

會對幼稚園組織記憶產生影響，此即為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幼稚園場域中，組織記憶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在研究問題二中獲知，在「組織記憶裡的知識具有效性」的前提下，

保存的組織記憶才能對園內教師產生幫助並引導教師制訂適合脈絡的

決策；相反地，若是組織記憶不具有效性、無法協助教師制訂正確決策，

即顯示組織記憶早已貶值而無保存之必要（Croasdell, 2001）。 
此外，當教師離開時，會帶走幼稚園寶貴的知識及經驗，而造成幼

稚園的損失，例如：組織記憶流失、增加人才成本及人才重置成本、降

低幼稚園績效（如：教師離職時，將幼生帶至其新任職的幼稚園）、影

響與家長的關係、損失幼稚園聲譽及形象、喪失幼稚園的核心競爭力

等；其次，也會對園內其他教師產生負面影響，如：打擊園內教師的士

氣、忠誠度、對幼稚園的承諾（上海稻香文化傳播, 2006, p.69-74）等，
這些都將使組織記憶之質量受到威脅，例如組織記憶的內涵與有效性均

將受影響。 
在原任職教師離職、新教師進入幼稚園後，資深教師指導新任教

師，以確保幼稚園的組織記憶可以代代相傳時（Kransdorff, 1998/2000, 
p.43），短期內，將使得資深教師與新任教師個人的績效表現均受到影
響，因為新進教師在開始工作的初期，可能只是在複製工作，因為他們

的成熟期很長，大約需要 12個月的適應期才能完全上手、達到最大產
能（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王思峰, 2001）；短期內，原任職
教師則需要負責新進教師的職前訓練，增加了原任職教師的工作負荷，

使得原任職教師的績效表現亦受到拖累而下滑，進入王思峰（2001）
所指「原任職教師-新進教師」的績效表現惡性循環，同時也拉低幼稚

園的組織績效。由於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對象為教師，故而在績效衡量

上，以教師績效知覺取代幼稚園組織績效的衡量，這也就是研究問題三。 
[研究問題三]：組織記憶的有效性是否與教師的績效知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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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則包括： 
1. 釐清新進教師及原任職教師與幼稚園組織記憶存取需求之關係。 
2. 瞭解影響組織記憶有效性之相關因素。 
3. 分析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之關係。 
4. 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作為組織記憶存取需求與有效性相關
研究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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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論文之研究步驟，首先係從幼稚園的現場觀察中逐漸發現研究問

題、動機而形成研究概念，並在確認研究主題、範圍與對象後，制訂研

究題目。其次，持續進行文獻探索，針對組織成員流動、組織記憶、知

識分享等相關文獻進行深度討論及分析，形成假設並發展研究架構、研

究方法及研究工具。接續的步驟為，收集問卷並統計量化研究結果，並

於整理量化資料的過程中，將實證結果與相關文獻相對照，提出研究發

現並進行討論。最後，擬定本論文之研究結果與討論、研究限制及對幼

教現場的建議。整個研究流程如下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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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下列名詞為本研究重要名詞之定義及涵意： 
 

1. 「教師流動」：依照 Price（1977, p.15）對離職率（turnover）的
定義，即指在工作期間離開組織的職員數除以當時組織的總職員數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organizational members who have 
left during the period being considered divided by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in that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而對管
理者而言，員工離職代表著空缺，管理者必須重新招募職員並讓他

進行在職訓練，而職員離職與替補的過程就是發生「職員流動」的

現象。在私立幼稚園也是一樣，當前任教師離開工作崗位，繼任教

師進入幼稚園替補空缺，對幼稚園而言，這個過程也就稱為「教師

流動」。當教師流動現象發生時，表示繼任教師的在園年資才剛剛

開始累計，屬於在園年資短的教師，而本研究之教師流動以在園年

資作為其操作型定義，故將「教師流動對組織記憶的影響」操作成

「在園年資短的教師對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的程度」。 
 
2. 「組織記憶」：Huber, Davenport 和 King（1998）主張，組織記
憶係指組織所獲得與保留的資訊及知識之儲存處；Morrison 和 
Olfman（1998）與 Stein 和 Zwass（1995）則宣稱，組織記憶係
指將過去的舊知識轉介到目前活動的工具，並能導致較高或較低的

組織效能，如同將組織歷史中已儲存的有用資訊運用於現今的決策

制訂上（Walsh 和 Ungson, 1991）；Croasdell（2003）認為，
組織記憶是一個程序，它會將修改經驗以適應目前與未來的行動；

Jones et al.（2003）則說明，組織記憶代表著隱性知識與想法、

專門知識及技術…的動態寶庫，尤其是對變動環境而言，組織記憶
代表著能從職員腦海中獲取專業知識及技術的關鍵。本研究認為，

組織記憶係為一動態寶庫，其內容包括顯性知識與隱性知識，它除

了能儲存幼稚園組織所獲得的知識，還能協助決策制訂、引導幼稚

園組織及園內教師的行為、促進園內組織學習並影響教師績效及幼

稚園組織績效。組織記憶的程序，正如學者 Kruse（2003）、Sti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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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Wensly（2001）所主張，包括：記憶獲得、記憶保留、記憶維

護、記憶搜尋與存取四階段，而組織須經歷此四階段而建立組織記

憶；至於組織記憶被儲存在幼稚園組織中何處，正如Stein和Zwass
（1995）的論點，組織記憶能被儲存在個人、文化、轉變、結構、

工作情境五種載體（carrier）中，本研究聚焦於儲存在組織內個人
腦海中的知識技能，也就是儲存在幼稚園園長及教師腦中的專業知

能，而園長與教師擁有哪些專業知能，本研究在彙整國內外研究

後，將園長及老師所擁有的專業知能分為九類，包括：園務行政、

教保實務、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研習與

進修、專業成長與人際互動方面的知識。詳細內容請參考第二章文

獻探討。 
 
3. 「組織記憶存取需求（retrieval demands）」：當個人面對待解決問
題的決策時，會想要透過組織記憶獲得資訊，以期迅速解決問題或

找出正確決策的方向（Walsh 和 Ungson, 1991）；配合個人在幼
教現場的實地觀察，當教師在工作上遇到問題時，也會想翻閱、搜

尋相關資料或詢問園長與資深教師以獲得組織記憶、協助問題解決

或制訂決策。在本研究中，將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分為組織記憶詢問

需求與組織記憶詢問行為兩指標，即當教師在工作上遇到問題時，

教師將產生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此存取需求代表一種意圖

（intention），且此意圖為預測教師行為的最佳變數（Fishbein和
Ajzen, 1975; 吳盛, 2003），又依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
詢問需求與詢問行為之間具高度正相關關係6（Sheppard, Hartwick 
and Warshaw,1988; 吳盛, 2003），因此，當教師對組織記憶存取
意圖愈強，詢問需求愈高，就愈容易從事詢問行為。 

 

                                                 
6 依據本研究之所收集之私幼有效樣本（N=161）進行相關分析，結果發現組織記憶詢問需

求與詢問行為之間確實存在高度正相關關係（相關係數=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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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織記憶有效性（effectiveness）」：有效的組織記憶，就是指「對
未來有用的記憶」（Wexler, 2002）或「可執行的記憶」（Roth 和 
Kleiner, 1996），所以，組織需要記憶正確的知識與經驗，以幫助

未來的組織學習並解決問題（Miyashior, 1996）。依本研究之定義，
組織記憶的有效性係指教師所存取的組織記憶，是具可信度的資訊

及經驗（Wexler, 2002），是可以協助教師解決問題、制訂決策、
有用又可執行的知識。在本研究中，將組織記憶有效性定義為，「教

師在幼稚園內所獲得的組織記憶能經常能解決教師在工作上所遇

到的各種問題」。 
 
5. 「教師績效知覺（performance perception）」：績效（performance）
是指去執行或承擔工作，以達到目的或獲得成果；在組織脈絡中，

Campbell（1990）提示，個人的工作績效是指「個人作為一個組
織成員，為了完成組織所期望、規定、或正式角色需求時，所表現

的行為」（連淑君與余德成, 2004）；本研究所稱之教師績效知覺，
則是指教師在幼稚園工作，在完成幼稚園的期望、規定、應扮演的

角色後，對個人表現成果的自評。至於為何不使用組織績效而以教

師績效知覺代之，係因本研究設定之研究對象為幼稚園教師，發現要

徵詢幼稚園教師以獲得幼稚園整體績效表現是不太合理的選擇，因組織

內每個人對組織績效要求的標準不同，衡量結果差異大，並導致資訊扭

曲的程度加大，故最後決定以自評的教師績效知覺取代組織績效衡量，

去除不同教師對組織績效期望不同的落差影響，而只以教師為個人績效

表現進行衡量，即為教師績效知覺。 
 
6. 「組織知識（organizational knowledge）」：組織知識是由經驗、

價值觀、脈絡資訊和專家洞察逐漸混合發展的，將提供一架構以衡

量和吸收新經驗與資訊，使其逐漸融入決策制訂過程中（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1999, p.34），故組織知識經常被嵌進組織的慣

例、程序、實務與規範之文件中或儲存處，而且組織知識提供具特

定脈絡的意義（Nonaka, 1994）。在本研究中，將組織知識與組織

記憶視為相同。又，組織記憶或組織知識至少包括各種資訊

（data）、經驗（experience）與知識（knowledge），而這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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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異同處為何，學者也各自提出不同的定義，相關敍述如下：（1）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2001, p.29）主張，資訊是對事件審
慎、客觀的記錄；Nonaka（1994, p.15）則認為資訊就是大量的訊

息，如：幼生個人資料。當接收者對資訊進行詮釋時，資訊可能就

會變成知識（Stijn 和 Wensley, 2001）；（2） 張春興（1989）則
提供了一個「經驗」的定義，即「經驗是指個體在生活中一切習慣、

知識、技能、思想、觀念的累積；經驗是到現在為止以前所累積下

來的一切，但不包括對未來所預想或想像的東西在內」。Davenport 
和 Prusak（1998/2001, p.37）指稱，經驗是我們過去做過、或是
曾經歷過的事件，而經驗最大的好處就是能鑑往知來。在幼稚園

中，通常愈資深的老師即擁有愈豐富的教學經驗，愈能成為新進教

師的良師益友；（3） Walsh（1995, p.281）主張，個人以自己的
知識系統或詮釋系統解讀資訊，即為知識。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2001, p.34-35）也給了知識詳細的定義：「知識是一種流

動性質的綜合體，其中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

資訊，此外，也包含專家獨特的見解，為新經驗的評估、整合與資

訊等提供架構。故知識是源於智者的思想。在組織中，知識不僅存

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也蘊涵在日常例行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

當中。」組織中的知識則是透過結構化的媒體進行傳遞，例如：書

籍、文件以及人與人的接觸。而上列所敍述之組織知識內涵，正如

同組織記憶，包括了隱性與顯性的知識，在本研究中，將組織記憶

與組織知識二詞視為等同，故在參考文獻中，將亦納入與組織知識

相關的研究發現及結果，更增添本研究之豐富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