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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析述教師知識管理、教師教學檔案與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與

相關研究，共分四節。第一節為教師知識管理的理論與研究，第二節為教

師教學檔案的理論與研究，第三節為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與研究，第四節

為教師知識管理、教師教學檔案與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教師知識管理的理論與研究 

1996 年 OECD 在「知識經濟報告」中揭櫫智價時代的來臨，強調將知

識與資訊的創新、擴散、應用與新經濟發展的變革，人類社會面臨一個以

知識為基礎的新財富時代。 

知識就是一切能為組織提升競爭優勢及創造財富的「腦力」及「能力」

的總和。知識存在於人的身上，但是沒有行動的知識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知識管理」的要旨就是把人腦中的知識化為具體槓桿效應，為組織增加

資產(尤克強，2000)。「知識管理」一詞，簡單的說就是管理組織的知識，

因為組織中的知識分散於各地、各部門、各單位，所以在日益競爭的環境

下，管理組織中的知識對組織而言就顯得格外重要。這可以從全國博碩士

論文資料庫分析印證。以「不限欄位」查詢「知識管理」計有 5305 筆資

料；以「論文名稱」查詢「知識管理」計有 921 筆，1986 年在「數學及計

算機科學類」出現第一篇，其後在 1995 年才陸續出現，1990 年後論文量

暴增，平均每年有 100 多篇，在商業與管理學類篇數最多，共有 406 篇，

教育學類也有 143 篇。可見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以下，本節將從教師知識管理的定義與內涵、教師知識管理的目的與

功能、知識管理的模式、教師知識管理的相關研究等四方面來加以探討，

以建構本研究之立論。 

 
壹、教師知識管理的定義與內涵 

一、知識的定義與分類 

    知識的存在與人類的歷史應相同久遠。從教育史的脈絡來看，希臘哲

學家蘇格拉底力主「知即德」、柏拉圖指出擁有知識的哲學家即為統治者，

中世紀經驗主義哲學家培根提出知識就是權力，後現代社會學家傅柯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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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知識創造力量，可見知識存在的影響力。 

     進入知識經濟的時代，知識的價值與管理的重要性與日遽增。專家

學者們也提出不同的觀點角度定義： 

Quinn(1992)從專業智慧在組織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性，將知識分為認

知的知識（cognitive knowledge）、先進的技能(afvanced skill) 

、統觀的了解(system understanding)與自我激勵的創新（self-motivated 

creativity)。  

OECD（1996）將知識型態分為四大類（4W）： 

（一） know what(知道是何)：事實性的知識，如人口統計。 

（二） know why(知道為何)：原理原則性的知識，如自然科學原理。 

（三） know how(知道如何)：技能性知識，如技巧、方法。 

（四） know who(知道是誰)：人力性的知識，如人力資源。 

吳季松(1998)統合各家意見，又增加知道什麼時間(know when)、知

道什麼地點(knowwhere)等共計六項來表示知識的內容。 

    Hedlund(1994)、Nonaka 與Tekeuchi（1995）從知識的性質，將知識

定義為內隱知識（tacit kownledge）和顯性知識（explicit kownledge）。

前者或稱為非正式、未編碼的知識，源自於經驗、記憶，不易分類、不易

做成文件；後者或稱正式、已編碼知識，易見於書籍、文件、資料庫等，

易於檢視。知識是組織生產力最重要的策略因素，因此管理者必須重視組

織中知識的產生、獲得、儲存及應用，知識是有充分根據的真實信仰的本

質，並且強調知識是一種個人追求真相，為目標不斷調整個人信念的動態

過程。 

Nonaka（1995）從組織的觀點，認為知識是一種辯證的信念（justified 

belief），可增加個體產生有效行動（effective action）的能力。在此

所指的個體包括個人或集合體（如組織），行動包括實際的技能、認知的

能力或實際技能與認知能力的結合。Davenport與Prusak（1998）也從組

織觀點提出，知識是一種流動性質的綜合體，包含結構化的經驗、價值、

文字化的資訊、專家獨特的見解、整合的資訊等。知識起源於智者的思想，

知識不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更是無所不在的；知識隱藏在日常規律

的工作、規範中，亦可藉文件化、系統化的機制儲存在資料庫中。 

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1）從知識的層次定義知識為「知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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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資料、資訊、知識和智慧。（一）資料（data）：資料是已知事實的最

低層次，資料本身並沒有意 義，但它必須被分類、聚集、分析和解釋。

如：學生的身高體重資料。（二）資訊（information）：資訊是把資料視

為題材，經過經驗與構思，有目的地加以脈絡的整理，藉以傳達某種訊息。

資訊是外顯的經驗（explicit experiences），通常被儲存在半結構化的

內容中，例如文件、電子郵件、語音郵件及多媒體系統中。若要提高組織

中資訊的價值，則要透過文字化、分類、計算、更正、濃縮等方式，建構

易於搜尋與重複使用的系統，以管理資訊。如：將學生身高體重轉換為身

體質量指數。（三）知識（knowledge）：知識是一種藉由分析資訊來掌握

先機的能力，是開創價值所需的直接材料，是指能隨情境轉變的變通能

力。知識有別於資訊，它與信念、承諾都有關係，是人們在從事知識的整

合、抉擇、學習、判斷時重要的關鍵要素。如：解釋學生的身高體重質量

指數代表的意義。（四）智慧（wisdom）：是以知識為根基，運用個人的應

用能力、實踐能力，經過多次累積以獲得評估知識的直觀能力，創造價值

的泉源。個人或組織依智慧，衡估資料、資訊與知識等報告書進行判斷、

執行與決策，此結果常因人而異。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是息息相關的。劉常勇（2000）指出，知識

是一種有價值的智慧結晶，並可以以資訊、經驗心得、抽象的觀念、標準

作業程序、系統化的文件、具體的技術等方式呈現，幫助人們把資訊轉換

為決策和行動，而且本質上都必須具備「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否則就

不能稱之為知識。吳行健（2000）認為知識有四層的結構「資料是知識管

理的最底層結構，未經處理消化，屬於初級素材。往上一層就是資訊，將

資料有系統的整理，以達傳遞的目的。第三層結構則是知識，這是開創新

價值的直接材料，也是沿襲來自經驗的觀念。最上一層結構為智慧，是組

織和個人運用知識，開創新價值，用行動來檢驗與更新知識的效果。

Johannsen(2000)指出：知識與資訊二者是全面品質管理的重要變項，針

對兩者概念間的區別，若能應用知識於新的工作領域則能創新，就全面品

質管理的角度而言，知識需經確認、轉換的過程，才足以稱之為「有用的

知識」進而產生智慧。因此，知識管理涵蓋的範圍不僅涉及知識，更包含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等各個層面，若結合並善加運用之，便可取得綜

合性的效果。資料、資訊、知識與智慧都是廣義的知識，只是精鍊程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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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伍忠賢、王建彬，2001）。因此，知識依其精練程度的不同而顯示出

知識的層級性（ hierarchy of knowledge），如圖 2-1 所示的知識層級。 

 

 
圖2-1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之層級概念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第一本書(頁27)，劉京偉 譯，2000，台北：商周出版社。 

Loshin（2001）、Bollinger與Smith（2001）認為知識與資料、資訊

及智慧係屬不同之概念，但卻息息相關，具有先後關聯（圖2-2）。 

 
圖2-2  知識關聯圖 

資料來源：＂Managing organization knowledge as a strategic asset＂, Bollinger, A.S. & 

Smith, R.D. 2001,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5(1)，p.9. 

 

吳清山和黃旭鈞(2000)以圖2-3 表示資料、資訊、知識及智慧的階層

與價值，知識管理中所要管理與強調的應是價值性較高的知識和智慧。 

 

 

 

 

 

 
圖2-3  知識分類的階層 

資料來源：＂學校推動組織管理策略初探＂，吳清山和黃旭鈞，2000，教育研究月刊，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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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port與Prusak (1998) 運用「過程」(process) 與庫存(stock) 

的觀點來解釋資料、資訊、知識、和智慧的不同，圖2-4為 Sena 與Shani 

(1999) 根據其解釋，所繪製之知識演化過程圖。 

勤業管理顧問公司（2001）指出知識包含了個人知識與組織知識。個

人知識歸屬於個人可再利用、活用的知識與智慧，但較不易共享，如創意、

靈感等；組織知識有助於創造組織的價值，較易與他人共享，如工作守則、

流程與工具方法等。 

綜上所述，知識包含了運作過程中個人與組織、內隱與外顯等不同的

概念與內涵。知識的範疇包含了資料、資訊、知識及智慧不同的階層，知

識需經由組織內部資料的獲取、儲存、分享及創新，將資料轉換為對組織

有用的知識，透過個人與組織的累積與應用形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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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知識演化的歷程 

資料來源：“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Creation: Towards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by  Sena, James A. and A. B. （Rami） Shani, 1999, Knowledge 
Management Hand book, edited by J. Liebowitz, New York : CR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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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識管理的定義 

知識管理的觀念是對知識紀元和資訊爆炸的一種兼具理論和實際的

回應（王如哲，2004）。當「知識管理」在 1980 年首次被提出時，較為

被侷限在用來描述人工智慧和電腦應用的相關流程。在 1990 年代初，陸

續出現在管理學的文獻中，至今，知識管理已被採取較為廣泛的觀點。 

Wiig(1994)認為知識管理包含了所有可激發組織產生智慧性的行動

與觀點的概念性架構，此一架構包括探索知識及其適切性、發現知識的價

值、靈活管理及應用知識等三大要素，及知識的創新、知識的顯示、知識

的利用與知識的轉化等四大範疇。 

Maglitta( 1996)認為知識管理是透過所見、所知和萃取資訊的過程

來了解事物，並將資訊轉為知識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取得知識、表

現知識、尋找知識。 

Alice(1997)也指出，知識管理是蒐集組織的經驗、技術及智慧，並

讓他們可以為組織內的人分享及取用。 

Laurie(1997) 認為知識管理是將個人知識轉換成書面文件，然後透

過組織的資料庫，利用群組軟體、電子郵件及網路方式，協助員工進行知

識交流，提升組織績效的過程。故其概分為知識創造、擷取、分享、創造、

創新知識。 

Broadbent(1998)認為知識管理是組織透過良好、有效的資訊管理與

組織學習，以強化組織知識的運用。   

Knapp(1998)指出，知識管理是將智慧資本轉換成公司價值的過程，

此過程包括產品創新、獲取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及創造知識等。 

Sveiby(1998)認為知識管理可分兩個層次：一為以知識為目標，知識

的管理就如同資訊的管理；一為知識是一種過程，知識管理等同於人的管

理，也就是知識是目標，科技是手段，知識管理就是要達成知識分享目標

的一種過程。 

Watson(1998)指出，知識管理的目的就是將組織內的知識從不同的來

源中萃取主要的資料加以儲存、記憶，使其可以被組織中的成員所使用，

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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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er (2000)知識管理是著重於有效的獲利、利用、開發人的知識

與富有商業利益的專門知識或技術；它是以早期的變革管理、創新、策略

資訊管理及學習型組織為基礎，並在架構上整合這些抽象控制的新方法。 

Fielden(2001)指出，知識管理應包括知識的擷取、儲存、組織、傳

播與應用等過程，故應與組織的策略、政策及運作相結合。 

Stewart(2001)指出知識管理在於促使組織知識流動，適時提供知識

給組織成員，以作為解決問題的依據，進而創造出更多新的知識。 

魏永篤(1999)認為知識管理是促使組織內成員藉由獲取、分享與應用

知識，來達成組織經營目標的一種組織行為規範；知識管理是透過組織成

員的獲取、分享與應用知識等，有系統地管理與運用組織的知識，來達成

組織目標的過程。 

吳清山（2001）認為知識管理是一種知識收集、整理、分析、分享和

創造的處理過程，使原有的知識不斷的修正和持續產生新的知識，且能將

這些新知識加以保存和累積，使其有效的轉化為系統化、制度化的知識。

這種知識不斷的產生、累積和創新的循環，可以幫助組織採取有效的決定

和行動策略，進而能夠增加組織資產、擴增組織財富、提升組織智慧和達

成組織目標。 

伍忠賢(2001）認為「知識」是專業，「管理」則是程序；知識管理在

步驟上是問題解決的程序，本質上是「策略管理」的運用。 

馬曉雲(2001)認為知識管理可以從下列幾個角度來思考：1.有系統地

管理與運用企業的經營智慧，包含有形的資產與無形的人才與經驗。2.將

組織內的經驗、知識有效的紀錄、分類、儲存、擴散以及更新，並透過人

的溝通，將知識不斷地發揮到淋漓盡致的境界。因為它是透過網路資料庫

的技術加以儲存，並做為企業營運的參考資訊，也可稱為 Knowledge Bank，

簡稱 KB 或智庫。3.知識管理是透過知識的分享促整個企業、個人得以進

步的一種管理模式。也就是說，企業可以將組織內的知識加以分類、選取

應用，增進企業的獲利率與競爭力。4.知識管理就是管理知識(包括

Know-How、Know-What、Know-Why 及 Case-Why 原理)，並視知識為企業的

資產，舉凡「能有效增進企業知識資產價值的活動」，皆可稱之為知識管

理。這些活動大致可區分為十項：知識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取得、



 

 25

學習、流通、整合、保護、創新等。5.知識管理就是核心管理，也唯有將

企業知識的管理與發展和核心能力相結合，才能顯示出知識的優勢。 

梁朝雲與楊蘊哲(2002)認為知識管理係指知識的創造、組織、擴散及

應用的過程。 

綜上所述，知識管理是將存在於組織外部與組織成員之中未顯化的知

識或經驗，透過知識蒐集、整理、儲存、分享和創新的處理過程，將已有

的知識保存、累積、系統化與制度化，並持續修正、轉化與創新。透過此

一過程，使組織能採取有效的決定和行動策略，進而增加組織資產、擴增

組織財富、提升組織智慧和達成組織目標。 

 

三、教師知識管理的定義與內涵 

教育的核心業務是知識，教學的靈魂人物是教師。將知識管理應用於

教育的領域，成為新近教育研究的主要議題。 

王如哲(2000)以教育領域及其革新為例，探討知識管理的理論與應

用，闡述知識管理在教育革新上之具體應用途徑。吳清山、林天祐(2000)

認為知識管理係指管理組織內的知識，亦即將組織內散佈於個人、各部

門、各地及各事業單位的知識加以管理。吳清山(2001)指出在知識經濟的

時代中，誰能掌握新的知識、活用新的知識就有優勢的力量，亦可掌握競

爭的未來。林海清(2002)在「知識管理與教育發展」一書指出，知識爆炸

的數位經濟社會，科技發展與全球化正加速度進行，教育改革與學習革命

成為變動社會的常態，如何掌握契機，開創新機，察覺自己的競爭優勢與

國際脈動並駕齊驅，成為大家關心的主軸，知識管理的思維與策略，提供

教育改革與發展之方法與思考。 

黃秀君(2001)認為學校知識管理意指管理學校組織內的知識，亦即將

組織內散佈於個人、各部門、各地及各單位的知識加以管理應用。吳政達

(2001)歸納學者的研究，將學校知識管理的分為資訊科技及人文等兩種活

動取向來分析：資訊科技取向的知識管理就是資訊的管理，其專注資訊管

理系統、人工智慧、流程再造等，就此而言，知識等於物件，其能被定義

與控制於資訊系統內；人文取向的知識管理就是人員的管理，其專注於評

估、改變和改進組織成員的個人技巧和行為。而「學校知識管理」意指在

知識型學校中，建構一個有效的知識系統，讓學校組織中的知識能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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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流通與加值，進而不斷的產生創新性教育專業知識。林海清(2002)

則以程序的觀點，定義學校知識管理為：探討學校組織成員如何透過資訊

萃取的過程，來認識事物，並將其轉化為具體之實用知識，再經由制度化

之清點、整理評估、學習、分享、運用、整合、維護、創新知識等過程。 

黃秀君(2003)研究指出，採用知識管理的學校經營策略，不僅提高學

校行政效率，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對於知識的創新相對的有所助益。王如

哲、黃月純(2004)翻譯英國 Edward Sallis 和 Gary Jones 二位學者於 2002

年合著之「教育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是

第一本教育知識管理之英文專門著作，全書共有八章，各章對於知識管理

在教育上的啟示均有相當深刻的論述，尤其二位作著強調的主要論點是，

知識管理的奠基原則，可適用於一般組織，亦可適用於教育，其他機構可

能有很多學習自教育領域實務，並可提供教育的管理者和人員，一種知識

管理世界的洞見，提供實務性的工具，以利調適教育組織的管理程序，迎

接知識紀元的挑戰。 

在新近研究中，教育知識管理除以學校組織為研究焦點外，也逐

漸聚焦於教師知識管理的理論，重視教師經由個人實踐而形成的知

識。教師的個人理論是指教師對於教育、教學以及教師專業的一整套

的觀點、價值、理解、假設等，其形成主要包括教師的內隱知識、個

人知識以及實踐知識等三方面。 

陳美玉(2002a、2002b)指出知識對教師專業的重要性，教師個人知識

是其價值的來源，現代教師的知識受到很大的挑戰，因此，運用教師個人

知識管理，可以使學習更有效果、教師個人專業實踐內容與過程交付更積

極的監督與檢視、提昇教學品質、提昇學校教學品質，已極整體教育成效。

可見，在教師知識管理中，知識外顯化的工作是不可或缺的部分，除回應

教師知識管理與知識管理的共同部分，也更加肯定教師知識管理的必要

性。 

張淑芬（2003）引用知識長的概念及其應具備的能力及技巧，來探

討教師所需具備的知識管理能力，並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歸納教師知

識管理能力包括：基本知識、 知識搜尋、知識取得、知識儲存、知識蓄

積、知識分享、知識整合、科技運用、溝通協調、知識創新等十項能力，

並進一步歸併為基本知識、知識處理、知識分享、科技運用、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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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創新等六大指標。 

    卓素珍（2004）從個人如何進行知識生產管理的角度，將個人知識生

產分為蒐集、累積、創新、傳達四階段，亦即個人有效產生知識的方法。 

張淑芬（2003）研究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能力時，綜合各學

者研究知識管理的要素與能力意涵，歸納出表 2-1。如表 2-1 所示，「知識

蒐集、取得」出現的次數最高（10 次），其次為「知識儲存、蓄積」（9 次）、

再則為「基本知識」（7次），接著是「知識創新、創造」、「知識分享」與

「科技運用」（6次）。本研究將「基本知識」視為知識的本質之一 ，將「科

技運用」歸類於使用工具的能力，因此參考本表擷取出「知識獲取」、「知

識儲存」、「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等四項，作為本研究教師知識管理的

四個向度。 

 
表 2-1 知識管理能力指標分析 

作者 
 

能力 
指標 

丁

櫻

華 

劉

常

勇 

傅

清

富

王伍

建忠

彬賢

林

海

清

郭

淑

賢

黃

啟

倫

黃

梅

英

楊

世

芳

劉

邦

棲 

鄭

安

裕 

T 
F 
P 
L 

總

計

次

數

基本知識 ＊ ＊ ＊ ＊ ＊  ＊     ＊ 7 
知識創新、創造 ＊ ＊ ＊ ＊  ＊    ＊   6 
知識擴散    ＊    ＊     2 
知識蒐集、取得  ＊ ＊ ＊ ＊ ＊ ＊ ＊ ＊ ＊ ＊  10
知識的整合    ＊   ＊      2 
知識儲存、累積 ＊ ＊ ＊ ＊ ＊ ＊  ＊ ＊ ＊   9 
知識分享 ＊ ＊  ＊  ＊   ＊ ＊   6 
知識轉移 ＊   ＊   ＊    ＊  4 
知識流通  ＊ ＊ ＊         3 
科技運用   ＊ ＊ ＊  ＊    ＊ ＊ 6 
知識精練     ＊ ＊   ＊ ＊   4 
溝通協調  ＊ ＊  ＊  ＊     ＊ 5 
知識學習 ＊ ＊     ＊     ＊ 4 
激勵機制   ＊          1 
知識保護   ＊          1 
知識應用   ＊        ＊  2 
領導能力     ＊  ＊      2 
規劃、組織       ＊      1 
知識處理 1 

資料來源：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研究（頁 21），張淑芬，2003，

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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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將本研究之教師知識管理定義為教師透過所見、所知資

訊和整合資料的過程來了解事物，並將資料轉化為知識，提昇為智慧的一

個過程。換言之，教師知識管理即是教師透過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與

創新的方法，將散佈在組織中的隱性知識轉化為顯性知識，以便有系統、

有組織地運用知識去創新知識的歷程。其內涵包括：知識取得、知識儲存、

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等向度。 

（一） 教學知識取得：係指教師能進行系統呈現教材、經常吸取教學新                

知、自發性參與各項教師研習活動、利用機會吸取

與工作有關之資訊與知識、交接職務提供分享資訊

等。 

（二） 教學知識儲存：係指教師會經常以電腦搜尋網路提供的教學知識與 

訊息；將教學資料、教學成果分類儲存便利使用、

應用資訊相關設備將教學資料及成果數位化儲

存；建立教學檔案，將教學資料及成果加以分類儲

存；有系統的整理個人教學的重要知識，以便需要

時方便取用等。 

（三） 教學知識分享：係指教師建立個人教學網站並經常更新，以便於教              

學時使用；會應用教學研究時間、課程發展會議、

路資訊系統、教學研究會、全校共同會議等機會與

同事或他校教師溝通，透過口語溝通、專題報告、

書面文件、網站分享自己的教學知識、心得、新資

訊與經驗智慧。 

（四）教學知識創新：係指教師會在教學工作上思考創新的方法、努力創

新的型態、程序、想法、策略、工具，進行連結、

發現、發明及應用，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 

 

貳、教師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 

知識即是力量是自古以來不變的信念，自古代學者柏拉圖與亞里斯多

德以來，就有無數的哲學家在「知識」這個課題上進行討論，美國學者佛

蘭克林更強調「知識是最具高報酬率的投資」。Drucker(1997) 在「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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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一書中，明示知識工作者將成為社會主流，微軟總裁 Gates(1999)

更在數位神經系統一書中指出：「未來將是以知識與網路為基礎的競爭」，

使得知識的重要更為突顯，「知識管理」的概念也隨之散播全世界。 

一、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 

Leonard-Barton (1995) 認為組織推動知識管理的主要目的與功能就

是為了知識的創造與累積，而其中則以知識的創造最為重要。 

Davenport & Prusak(1998)曾研究 24 家民營公司內 31 個知識管理專

案，將知識管理目的與功能分成四類：（一）建立知識庫(create knowledge 

repositories)：將知識當散佈於組織成員當中的實體，目的是儲存文件

中的知識，便於他人讀取。通常包括組織內部之研究報告、技術、方法等

及組織外部之技術的資料庫、需參考的議題等。即是將組織內來自個人內

隱之知識外顯資料化，並儲存在知識倉儲資料庫中，供員工讀取。（二）

促進知識的存取(improve knowledge access)：此種知識管理的目的在提

供知識的存取或促使知識的轉移，其重點在找出擁有組織所需知識的重要

人物，並將其知識成功轉移給其他人。許多公司以建構專家網路的方式來

實施，例如技術之移轉等。（三）強化知識的環境(enhance knowledge 

environment)：建立一個促使更多有效知識的產生、轉移和使用的環境和

文化，達到知識再利用的目的。此種專案著重於建立組織成員對知識的察

覺及接納知識的文化，主動改變與知識相關的行為及改善知識管理的過

程。（四）視知識如資產進行管理(management knowledge as an asset)：

將知識當作一種資產，其目的在讓投資者得知其知識資本的價值，或是著

重於組織如何增加或減少知識資產的有效運用。 

Papows(1999)則認為，知識管理的主要目的與功能在於激發組織對知

識的創造、分享、與重複使用，進而達成組織學習並延續組織的生命。  

Stewart(2001)認為知識管理的目的是要讓知識流動，讓使用者善用

組織知識適時解決問題，進而創造出更多新的知識，而非只是把知識變成

文件，儲存起來而已。 

伍忠賢與王建彬(2001)歸納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包括：協助建立需

求的發展策略、發揮創造、累積及應用的功能、加速知識的獲得與個人及

組織的成長、強化組織的合作機制、促進新知識的發展與散佈、利用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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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其競爭力。 

劉常勇（1999）將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歸納為八項：（一）增加組

織知識整體的存量與價值；（二）應用知識以提昇技術、產品、與服務創

新的績效以及組織對外的競爭力；（三）促進組織內部的知識流通，提升

成員獲取知識的效率；（四）指導組織知識創新的方向；（五）協助組織

發展核心競爭能力；（六）有效發揮組織內個體成員的知識能力和開發潛

能；（七）提升個體與組織整體的知識學習能力；（八）形成利於知識創

新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知識包括內隱與外顯，存在於個體與團體。個人

擁有大量知識，因此稱為知識份子; 組織擁有大量知識，稱為知識型企業; 

當知識大規模的參與影響社會活動，就是所謂知識經濟。知識不同於資

訊，其特徵在資訊要經過學習過程與價值認知方能形成知識；知識不同於

技術，技術是產品與服務的具體組成部份，因此僅屬於有形知識的一部

份，而知識還包括產品與服務的抽象組成部份，並作為驅動技術創新與產

品創新的重要基礎。 

張秉中(2000)認為發展知識管理不只為了提昇工作效率，最重要的目

的，還是在於教育組織，希望組織成員在面對問題時，都能藉由組織內資

訊互通的網絡，找到解決方案，同時跟其他成員分享處理問題的經驗，用

以做為下次處理事件的參考依據。 

    綜合以上多位學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組織推動知識管理的目的在於

透過有效的知識管理策略，使組織成員能夠且樂於分享自己所擁有的知

識，進而創造新知識以提昇組織的價值，提高組織的知識資產。 

二、教師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 

教師知識管理受到重視也是於產業革命、媒體革命、資訊革命趨勢及

學者專家之理論論述而水到渠成。在產業革命方面，Hope 與 Hope(1999)

在「笑傲第三波」一書裡，將知識的發展分成三個波段，第三波是知識經

濟時代，由於資訊傳播的便利性，政府已體驗到必須擁有知識，才能創造

財富，並使國家具有競爭力，此階段，學習已擴大到全民，以專業知識為

訴求，並以終生學習為目標，教師知識管理更顯其功能；在媒體革命方面，

印刷術的發明、電子業的發展，使得媒體的呈現方式多元化、傳播方式亦

由單一媒體而多媒體而超媒體，展現出數位網路媒體「多至多」通訊的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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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在資訊革命方面，Gates(1999)在「數位神經系統」一書指出，知識

管理就是指收集和組織資訊，並把資訊傳給適當的人，並持續透過分析和

綜合以提升資訊的價值。知識管理隨著不同的人與不同的目的被賦予不同

的意義，知識管理解決方案就是要讓使用者很方便的搜尋各種資訊資源，

無論是數字資料，或特定專案，或某些議題的檔案、文件、或者擷取自全

球資訊網路的各類資訊。Friedman(2005)更提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透過科技之賜，世界已被抹平了。知識管理在學校的應用不只

考慮技術面，需同時考量認知過程。陳伯璋(2001)在迎向新的知識工程的

訪談中指出：知識經濟觀念應用到教育的核心是創新精神，並指出學校組

織再造、課程再建構、創新教學、團隊精神及嶄新的學習典範，都是知識

經濟與推動教育改革邁向新境界的重要力量。知識型學校是將知識視同資

產加以管理，凡是有關知識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取得、學習、流

通、整合、保護、創新等能夠有效增加知識資產價值的活動，均屬學校內

部知識管理的範圍。因此，教師知識管理的目的與功能，回應了上述的精

神。 

Galbreath(2000)指出：在知識時代，知識管理是組織因應變革的一

種策略，知識管理能夠發揮極大的力量，如果知識管理策略能在教育的現

場中受到採用、效果受到肯定，則知識管理研究的成果對於學校經營的幫

助必更為卓著。Degler 與 Battle(2000)指出：針對學校經營績效的表現

而言，知識管理需要設立學校願景、建立文化、確立策略，並且運用資訊

科技的發達，打破學校管理者過去壟斷資訊的偏狹心態，運用知識管理，

將過去累積的知識不斷傳承給新人，讓新人可以站在組織既有的基礎上繼

續成長，而不是由零開始，進而能從實務歷練與人才培育的觀點，全面知

識的發展、成長、改變及創新。 

教育是重要的連結點，學校必需讓所有年輕人具有最新的技能及認知

能力，以確保國家經濟競爭力的發展。Callison(2000)指出：知識管理的

一個重要特色是組織中要能將知識儲存、標準化、建檔，同時知識要能在

組織內擴散出去，讓沒有經驗的人來接手時，只要參考各種有關的工作知

識存檔，就可以立即上線。吳政達(2001)認為可透過「知識管理的循環」

落實學校知識管理之原則。而知識管理的循環為一項循環的知識概念。它

是由制度管理、團隊管理、創新管理、教育智慧等四項所構成的循環。 



 

 32

知識管理的過程既然涉及知識的產生、知識的運用與分享、知識的維

修與創新之動態過程，則「人」在知識管理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知識管理整體效益的發揮仍需要結合「人」、「資訊科技」、「知識」與「分

享」四大要素，且彼此呈現相乘積的關係。吳清山(2001)指出：知識經濟

強調的是知識，或是資訊的生產、分配、傳播、利用所產生財富的新經濟

型態。為了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整個學校的行政或者是教學，都應

該轉向彈性與創新。而這種改變可以分為「3Ｓ」來關注：（一）系統

(System)：整個行政體系將更於彈性；（二）成員(Staff):大家會更關切

成員在知識經濟的專業成長活動；（三）策略(Strategy)：在教學的方法

要更多元、活潑、創新而且要與時代科技、網路教學相結合。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教師知識管理的功能與目的在於： 

（一）落實學校知識管理，發揮教師專業知能：教師不但要將外顯知識整

理成適於取用、參考的材料，更要將內隱知識，轉化成可以讓其他

成員一同分享的知識資產，成為互動分享的組織記憶。 

（二）整合知識管理策略，強化教師專業知能：推動知識管理的目的在於

透過有效的知識管理策略，使組織成員能夠且樂於分享自己所擁有

的知識，進而創造新知識以提昇組織的價值，提高組織的知識資產。 

 
 

參、知識管理的模式 

知識管理就是管理知識的流動，讓組織成員可在正確的時間內獲取正

確的資訊，以快速的行動，提升組織的智慧資產；同時強調知識的儲存，

營造一個分享知識的組織型態，形成正向知識流通、創新的循環，配合資

訊科技的輔助，使組織及成員更具能力、競爭力。Galbreath(2000)指出：

翻開知識管理的歷史，可以發現：組織理論的研究與資訊科技之進步，促

成了知識管理的實踐，知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競爭利器。 

本研究從Arthur Andersen、Harvard、Nonaka和Takeuchi、Earl、

Microsoft、Chris Gore與Emma Gore、Fruin、劉信志、吳宗成等知識管

理的模式與發展來探討教師知識管理。 

一、Arthur Andersen 知識管理架構 

    山本哲郎 ( 1999 )以 Arthur Andersen 顧問管理公司之知識管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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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撰寫「知識管理的第一本書」。在這一本書中提出知識管理的公式，

詳如圖 2-5 所示，歸納其知識管理的模式與發展。在 Arthur Andersen 顧

問管理公司之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的公式，強調知識管理組合的重要元素

包括：人 ( people )、資訊 ( information )、科技（technology）、分

享（share）；強調知識管理的經由人（知識工作者）與資訊 (知識的基礎）

的互動，加上科技（知識的收集及分送），再加上分享，以加速知識的建

構。 

 

其次，Arthur  Andersen 顧問管理公司同時也積極和美國生產力與

品質中心 ( American  Product & Quality  Center ) 聯合發展出的知

識管理架構，進一步提出包含知識管理的程序 ( Knowledge Measurement 

Process ) 及知識管理的促動要素( Knowledge Measurement Enablers ) 

的知識管理模式，詳見圖 2-6 所示(吳清山、黃旭鈞，2000；王如哲，2000) 。

茲說明如下： 

（一）知識管理的促動要素： 

1.策略與領導(strategy & leadership )：包括知識管理是不是組織的主

要策略、組織是否認為知識管理與組織發展有關聯、組織是否會根據成

員在知識管理的貢獻程度做為績效評估的標準等。 

2.組織文化(culture)：包括組織是否建立知識的分享機制、組織是否充

滿彈性運作機制及想要的創新文化、組織內部成員是否將自己的成長與

KM = ( P + I ) 
 s

 

圖 2-5 知識管理的公式及重要元素圖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頁 5），胡偉珊譯，1999，Thomas H. Davenport & Laurence Prusakm 原著。臺北：

中國生產力中心。 

K 代表  Knowledge：組織知識  

P 代表  People：人 ， 知識的載運者 

I 代表  Information：資訊 ，知識的基礎加速知識的建構 

+ 代表  Technology：科技 ， 支援資訊的收集與分送 

S 代表  Share：分享  ， 加速知識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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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視為要務等。 

3.資訊科技(teachnology)：包括組織內部是否可以透過資訊科技與內外

部人員聯繫、資訊科技能力與素養是否使員工與其他人員心得分享或經

驗傳承等。 

4.衡量指標(measurement)：包括組織是否發展出一些指標來管理知識的

衡量指標、其衡量指標是否兼具軟硬體的評估等。 

（二）知識管理的程序： 

歸納 Arthur Andersen 所發展出來的組織知識管理的程序是從知識的

確認、辨識、搜尋、導入、組織、擷取、應用、分享到知識的創造等循環

的過程。此一模式強調知識管理本身是動態的過程，且通常是始於創造、

尋找並蒐集組織內部知識、最佳實務，再進而分享和了解這些實務內容，

因此組織成員可善加利用，此一過程也包括調適和應用的過程至實務的新

情境。 

 

 
 

 

策略與領導 

組織的知識 

資訊科技

衡
量
指
標 

組
織
文
化 

知識管理過程 知識管理促動要素 

圖 2-6  Arthur Andersen 的知識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改編自知識管理推行實務（頁 79），許史金編譯，2001，台北：商周。 

辨識 

搜尋 

導入
擷取 

應用 

組織 

分享 
創造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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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arvard 知識管理模式 

哈佛大學 Hansen、Norhria 和 Tierney 等人研究指出，知識管理策略

有兩種：一種以電腦為中心，知識是經過分類編碼後，儲存於資料庫中，

以利組織成員方便使用的資料庫知識，稱之為「系統化策略」；另一種策

略是將知識儲存於原始創作者之身上，透過溝通、傳遞、移轉等方式分享

知識，而電腦是扮演協助溝通傳遞的工具，而非儲存知識，稱之為「個人

化策略」(劉信志，2000)，詳如圖 2-7 所示。 

 

 
圖 2-7  Harvard 的知識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改編自知識管理參考模式之研究（頁 16），劉信志，2000，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商業自動

化與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另外，有關於 Harvard 知識管理策略係以「系統化策略」及「個人化

策略」來發展，其競爭策略、經濟模式、知識管理策略、資訊科技、人力

資源的運用，詳如表 2-2 所示(劉信志，2000) 

 

 

 

 

系統化策略 個人化策略 

知識

分類

編碼

儲存知識管理

 
資料庫知識 

知識 

分類

編碼

儲存

溝通 
傳遞 
轉移 

 
個人知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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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Harvard 知識管理的模式與發展策略 

 個  人  化  策  略 系  統  化  策  略 

競爭

策略 

會及每個成員的專也知識，針對高度策

略性問題，提供創新的、分析性很強的

建議。 

重複使用經過分類系統化的知識，以提供高品質、可靠、

迅速的服務。 

經濟

模式 

針對獨特問題提供量身制定的解決方

案。工作小組成員較少，平均與每一位

合夥人搭配人員較少。著重在維持高獲

利。 

對知識資產投資一次，重複使用多次；工作小組成員較

多，平均每一位合夥人搭配的成員較多。著重在創造較

高的營業額。 

知識

管理

策略 

發展能把成員連結在一起的網路，讓成

員分享隱性知識。 

發展電子文件系統，分類整理、編碼、儲存、傳布、重

複使用知識。 

資訊

科技 

資訊科技的投資普通，目的是讓隱性知

識的傳遞過程更方便。 

大量投資在資訊科技，讓人與重複使用的分類系統獲知

識聯結在一起。 

人力

資源 

1.僱用喜歡解決問題、且能容忍模稜兩

可情況的企管碩士。 

2.透過一對一的教導來訓練員工。 

3.講理員工直接和其他同事分享知識。

1.僱用適合重複使用知識、執行解決方案的大學鋼畢業

社會新鮮人。 

2.透過電腦以遠距教學方式，集體訓練員工。 

3.獎勵員工使用文件資料庫，以及貢獻文件到資料庫。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參考模式之研究（頁 15），劉信志，2000，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研究

所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三、Nonaka和Takeuchi的知識轉換模式 

Nonaka和Takeuchi(1995)認為內隱知識和外顯知識不是分離的，而是

相輔相成的實體。知識在人類創造性的活動中互動並互相轉換，此種互動

的方式稱為「知識的轉換」（knowledgeconversion）」。Nonaka與Noboru 

(1998)指出：「知識的創造係由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之互動而來，而兩種

形式的互動（內隱和外隱知識）以及個人與組織知識之間，會形成共同化、

外化、連結及內化四種過程，簡稱為SECI模型」（劉京偉譯，Arthur Aderson

著，2001），詳見圖2-8。說明如下：    

(一) 共同化（socialization）： 

共同化或稱社會化，是由內隱知識轉化為內隱知識，是經由分享經

驗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識的過程。心智模式和技術性技巧的分享即為此

類。個人可以不透過語言，而透過他人獲得內隱知識。學徒制就是透過

觀察、模仿和練習來學習，而非透過語言。知識分享是一種腦力資源共

享的概念，透過組織成員經驗交流的過程，達到學習創新的效果，此為

一種共鳴式的知識。 

(二) 外化（externalization）： 

外化是由內隱知識到外顯知識的過程，係指透過隱喻、類比、觀念、

假設、模擬等方式，將內隱知識表達為外顯觀點的過程。外顯化是知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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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關鍵，因為它是由內隱知識中創造出新的、明確的觀念之歷程。在知

識創新的過程中，其組織外化的效果特別顯著。 

(三) 連結（combination）： 

連結是由外顯知識到外顯知識的過程，此種模式的知識轉換，是結合

不同外顯知識而形成，如個人透過文件、會議、電話交談、或是電腦化的

溝通網路交換並結合知識，連結可產生原型、新原件等較為系統性的知識。 

(四) 內化（internalization）： 

內化是由外顯知識到內隱知識的過程，它和「邊做邊學」息息相關，

當經驗透過共同化、外化與連結，再進一步內化到個人的內隱知識，就成

為有價值的智慧資產。如：以語言、故事傳達知識，或將其製作成文件手

冊等，均有益於內化的過程，內化可產生專案管理、製造過程、使用說明

及政策執行等操作性知識。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知識創造，除個人知識的更新外，亦已透過轉換

的螺旋作用，將個人知識轉換為組織知識。 

 

圖2-8 知識轉換螺旋與自我超越過程（SECI Model） 

資料來源：修改自“The concept of 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Creation,＂by Nonaka，

1998，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40, No.3,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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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劉常勇（2000）針對Nonaka 與Takeuchi (1995)提出的SECI

做進一步的說明：SECI是四種知識轉換方式，經過內隱與外顯知識的不斷

互動，將個人的內隱知識共同化，再將這種形成團體共識的知識，加以外

顯化，形成具體明確且可以有效運用的組織知識；同時，組織還需要吸收

外部知識，使之內化；然後，進一步將各種不同來源的知識予以整合，以

增加外顯知識、組織知識的價值。經由個人、組織之間知識的轉換過程，

可以再細分三個層次： 

（一）個人與個人之間： 

知識的產生主要源自於個人的經驗與創造。存在於個人的知識的形

式，包括：經驗、秘訣、創意等。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知識的產生主要是

靠溝通、經驗分享、師徒相傳等，透過共同的價值觀，經由「共同化」的

過程，分享彼此的內隱知識。 

（二）個人與組織之間： 

在個人與組織之間，知識的創造，主要是透過「外化」，將內隱知識

轉換成為外顯知識，以形成組織知識。一旦熟悉從「做中學」學習經驗與

知識之後，再透過儲存與分享的方式達到知識傳承的目標。 

（三）組織與組織之間： 

知識管理最大的挑戰，不在於知識的創造，而在於如何擷取及整合知

識。在組織與組織之間，知識的創造是經由「連結」及「內化」外部知識，

而成為組織知識的一部份。 

Nonaka(1995)認為組織本身並無法創造知識，個人的內隱知識是組織

知識創造的基礎。組織必須啟動個人所創造和累積的內隱知識，經由四種

知識轉換的模式，在組織內部加以擴大，成為較高本體論的層次。透過個

人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不斷轉換的過程，產生「知識的螺旋」而創造知識。

由個人的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超越單位、部門和整個組

織的界限。詳見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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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組織知識創造螺旋 

資料來源：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by Nonaka, I. and Takeuchi H.,1995.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naka與Takeuchi（1995）認為知識創造須有五項有利情境、其過

程包含了五個階段，詳見圖2-10。說明如下： 

（一）知識創造有利的情境： 

1.意圖（intention）：組織想要達成目的標企圖心。 

2.自主權（autonomy）：組織成員應被賦予自主行動的權力、享有自主權，

以利釋放出來富原創性的觀念，進而擴散到組織間，成為組織的觀念。 

3.波動/創造性混沌（fluctuation and creative chaos）：波動是「沒有

回歸的次序」，而非全然的脫序。組織對外在環境的訊號採取開放的態

度，便能利用這些曖昧不明、重複的訊號或者雜音來改善自身的知識體

系。波動被引入組織時，組織成員將會面臨習慣或認知的瓦解；面臨這

種狀況時，員工才有機會重新思考本身的價值與見解。而所謂創造性的

混沌所指的是運用模糊的遠見或稱「策略性的模稜兩可」，才能增加組

織內部張力，使組織成員專注於問題的界定和危機的解決。 

4.重覆（redundancy）：重覆是指刻意使關於企業活動、管理職責以及整

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連結 
外化 

內化 本體論 

構面

共同化

《個人》     《群體》       《組織》      《組織間》 

知識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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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公司的資訊有所重疊。利用共用重覆的資訊來促進組織成員分享內隱

知識，如此個人較能感受到其他人企圖表現什麼。資訊的重覆會增加處

理資訊的成本及發生資訊超過負荷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便

是明白標示組織內資訊和知識的儲藏地，即發展出組織知識地圖。 

5.必備的多樣才能（requisite variety）：組織的多樣性必須和外在環境

的複雜度相配；組織成員必須具備多樣性才能才足以應付各種突發狀

況，同時組織也必須確定每個成員都可利用最少的步驟和最快的方法，

獲得最完備的資訊；組織可以採用輪調或改變組織架構的方式來達 

（二）知識創造的過程： 

1.分享內隱知識：分享內隱知識，是組織知識創造關鍵性的第一步。 

2.創造觀念：一旦分享的心智模式在互動範圍內形成，內隱知識和外

顯知識會產生強烈的互動，個人與小組可藉會談，明確表達溝通。 

3.證明觀念的適當性：個人或小組所創造出的新觀念，必須加以確認，

以確定新創觀念對於組織和社會而言，是否真的值得，在此過程中，

個人不斷地在確認或過濾資訊、觀念或知識。 

4.建立原型：此階段已確認的觀念將會被轉化為較有形或具體的原

型。如：新產品中的產品模型，可視為是原型的一種。 

5.跨層次的知識擴展：組織知識創造是一個不斷自我提昇的過程，原

型建立後也需不斷的對話修正，新的觀念創造後也要不斷確認和繼

續發展，以形成知識創造的新循環。知識的擴展可發生在跨層次的

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其關係如圖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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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 組織知識創造過程五階段模式 

資料來源：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By Nonaka, I. & Takeuchi H.,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四、Earl 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 

Earl(1997)從 Skandia 和 Shorko 國際公司的知識管理經驗中整理出

知識管理的模式，認為知識管理在創造組織的競爭能力，並提出有效知識

管理模式，其中包含知識系統、網路學習、學習型組織、知識工作者等四

個要素，並以此四個要素交互成圖 2-11 (Earl ,1997；劉信志，2000)。

說明如下： 

（一）知識系統：組織可以建立一個資料庫，將組織的檔案、文件儲存於

資料庫系統中，以建立容易取得經驗、利於決策的支援工具，是以

一種分散式的程序控制系統來吸取經驗。 

（二）網路學習：組織成員透過地區性、共同性、外部網路的交換，以傳

五種有利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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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訊息，獲取資訊，提高組織內部運作的效率。 

（三）學習型組織：組織成員透過合作、訓練等方式，善用個人特質，學

習轉化個人知識成為組織知識，在組織共享文化的機制下，成員從

組織知識中學習和擴展經驗，知識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學習型組

織必須具有合作的組織運作、人員的訓練與發展、具有一種以知識

為風氣的策略等要件。 

（四）知識工作者：知識工作者是組織的核心資產，包括核心人員、技術

與價值。 

本模式視組織成員為知識工作者，組織應引導成員透過網路不斷學

習，以獲取知識，並拓展經驗與技能，作為組織的核心資產；透過學習型

組織的互動分享，重新強化組織知識系統。因此，組織的獎勵應知識管理

為基礎，以不應以時間或成果為前提。 

 

 

圖 2-11  Earl 知識管理的模式與發展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 (p.10),by L. Prusak,1997,Boston: 
Butterworth-Hein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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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icrosoft 的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 

微軟公司對於知識管理的看法，認為知識管理是處理文件、策略、程

序及技術問題，因此提出適當的誘因及工具給共享知識的人是重要的，欲

達成以結果為導向的知識管理應包含組織、流程、科技三要素，詳如圖 2-12

所示，以符合實際的策略需求：（一）流程：組織應確保知識管理與企業

流程並行不悖。（二）組織的動態：組織的動態在克服共享知識的障礙，

鼓勵創新精神。（三）科技：科技的應用在使成員均能利用熟悉的工具共

享知識 (劉信志，2000 )。 

微軟公司對企業提出不同的知識管理解決方案，並結合 XML、Exchange 

2000 Server、Exchange 2000 XML 技術、Office XP 中的 SharePoint Team 

Services 等軟體技術，整合文件管理、知識管理甚至倉儲管理、企業知識

系統等，提供組織知識管理軟體及知識管理的架構模式（周世雄等，2001；

游振昌，2001）。隨著微軟公司軟體的開發與整合，企業知識管理的架構

與發展也日益更新。 

 

 

馬曉雲（2000）進一步歸納Microsoft公司知識管理重要的構面，包括

企業活動、資訊、知識、知識管理及營運指標等五個項目，本架構強調植

基於企業活動的基礎上，以制度管理、團隊運用、商業智慧為主要核心，

透過知識管理處理程序，將資料、資訊，轉化為具體有價值之知識，圖

2-13。 

組織 

企業策略 

圖 2-12  Microsoft 的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圖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參考模式之研究（頁 17），劉信志，2000，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商業自動化

與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科技 
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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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活動：企業活動包括組織、策略、遠景、目標、流程、制度、

績效、人力資源發展、資訊系統及溝通網絡等項目。 

（二）資訊：包括理論、訊息、法令及制度規範等項目。 

（三）知識：包括訊息之內容、形式、試驗及實踐方式等項目。 

（四）知識管理：內容包括制度管理、團隊運作及商業智慧等項目。 

（五）營運指標：是指全面性之營運評估。 

 
圖2-13  Microsoft 公司知識管理架構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實務應用（頁19），馬曉雲，2000，台北：微軟。 

 
六、Chris Gore 與 Emma Gore 的知識管理模式 

劉信志(2000)歸納 Chris Gore 和 Emma Gore 在 1999 年提出的知識管

理架構，從現存外顯知識的使用、獲取新的外顯知識、內隱知識具體化三

領域的關係，呈現知識管理的流程與模式。詳見圖 2-14 所示。 

第一個領域是「現存外顯知識的使用」：組織現存的外顯的顯性知識，

是知識管理的起點；組織可藉由檢視資料庫，瞭解組織內部的資訊流通及

組成、資訊系統之整體潛能，以取得知識，獲得利益。 

第二個領域是「獲取新的外顯知識」：當知識變成可資利用時，可能

是屬於新資訊科技系統的知識系統，組織為求資料庫的擴展，應致力於獲

取新的外顯知識。 

第三個領域是「內隱知識具體化」：知識創造的層面是重視內隱知識

的存在、組織應藉團體內的互動、重視實務社群等策略，致力於將內隱知

識轉化為組織的知識。因此 Chris Gore 與 Emma Gore 認為領導者應規劃

知識管理的願景和程序，才能創新知識 (劉信志，2000)，使內隱知識具

體化成為組織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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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Fruin 知識管理的模式與發展 

Fruin （1997） 曾提出知識創造、轉移及整合的三角循環方式，認

為經由團隊工作、更新和革新等過程，將前三者加以聯結，以滿足知識的

需求，詳如圖2-15所示。李瑪莉（2002）分析此模式，認為欲有效遏阻學

校成員、組織文化及支援系統對推動知識管理發生障礙，領導者應展現智

慧對成員多加鼓勵與信賴，使社群與成員能充分發揮合作與服務的精神，

運用資訊科技與分享機制，透過共同參與與系統管理，以進行知識管理的

創意與創新。 

規劃願景 行動：個案準備

獲取新的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具體化 

辨認新知識、分析工

作/生產/流程

採取管理作風來 
鼓勵個人自我組織 

確保新的組織知識

是可用的 

圖 2-14  Chris Gore 與 Emma Gore 的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圖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參考模式之研究（頁 19），劉信志，2000，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理研究所

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組織團隊促使個人

內隱知識具體化 

現存外顯知識的使用 

檢視現行可使用 
的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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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劉信志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 

劉信志(2000)認為知識管理的構面包括組織人員、知識內容、資訊科

技及流程等四個構面，在進行知識管理時應先思考的以下議題： 

1.如何建立學習型組織人員？ 

2.企業知識的核心內容為何？ 

3.如何結合企業的運作流程？ 

4.資訊科技對知識的儲存與傳達為何？ 

劉信志依此構面及問題，提出圖 2-16 知識管理模式。由圖 2-16 可瞭

解到「組織人員」與「知識內容」的直接關係是「知識的學習與分享」；「知

識內容」可以用「資訊科技」將知識予以「儲存、傳遞」；視「流程」的

推動來源與運作產生的結果，組織人員可以運用資訊科技協助「搜尋、表

達」知識；透過「流程」將「知識轉化」，即是將個人內隱知識轉化成組

織的外顯知識。因此，資訊科技可對流程做資訊萃取、處理，進一步將資

訊轉化為知識，或提供組織人員作決策之參考。 

知識整合 

團隊工作 

知識轉移 
知識創造 

更新 

圖 2-15 Fruin 的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圖 
資料來源：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李瑪莉，2002，國立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未出版碩士論文，嘉義縣。 

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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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吳宗成知識管理模式 

吳宗成 ( 2003 )歸納學者提出知識管理模式架構指出：推動知識管

理需要有一套明確可行的方案架構，依循架構才能逐步實現知識管理的目

標。知識管理的模式是建立組織本身明確的目標和願景，領導者善用領導

策略與有效的管理機制，建立協同合作的工作團隊，溝通與分享彼此知識

與經驗，確立組織的文化特質與內涵，善用資訊科技取得並儲存組織的知

識，進而轉化與創新增益知識，詳見於如圖 2-17 所示。其次，宋麗惠（2003）

也以政府行政機關為例，挑選一知識密集之作業流程（資訊系統委外專案

管理），採用 IDEF0 方法論分析其作業流程，了解作業之關聯性及所需花

費的時間，並從中整理每一作業中所需要的知識、所產出的知識與誰需要

這些知識。分類歸納這些知識的型態與管理現況，找出流程的關鍵步驟，

以 CMMI Level 2 評估其流程並提出改進建議，進而導出知識管理與資訊

組織

人員 

流程 

知識

內容 

資訊

科技 

知識儲存、傳遞 

知
識
的
轉
化 

知識的學習與分享 知識搜尋、表達 

知識萃取、處理 
知識運用與演化 

圖 2-16   劉信志知識管理模式 

資料來源：知識管理參考模式之研究（頁 22），劉信志，2000，國立台北科技大學商

業自動化與管理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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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委外專案管理作業流程之架構，亦是國內知識管理模式本土化的模式

開發實例。 

 

 
 

 

肆、教師知識管理的相關研究 

有關知識管理的研究觀點大致分為兩類：一類是從知識使用者（如個

人、組織）的角度為基礎，另一類則是以知識的本質為基礎，但兩者均涉

及知識的獲取、流通、保存、利用及創造等相關程序的討論（陳瑞惇，

1999）。本研究從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資料庫中，查詢「不限欄位」「知

識管理」一詞共計有 5305 筆資料，查詢「摘要」「知識管理」一詞共計

有 1864 筆資料；查詢「關鍵字」「知識管理」一詞共計有 1351 筆資料；

查詢「不限欄位」「教師」及「知識管理」共計有 1309 筆資料；查詢「論

文名稱」「教師知識管理」一詞共計有 13 筆資料為關鍵字查詢。以下就

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的研究進行分析，並採用「背景變項與教師知識管理

研究」及「教育議題與教師知識管理研究」兩個向度來加以探討： 

 

一、背景變項與教師知識管理的相關研究 

周錫欽（2005）以「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之研究」

為題，以桃園縣公立國民中學教師為 625 人研究對象進行進行問卷調查分

析，結果發現：教師知識管理之現況受年齡、學歷、職務、學校規模影響

而有所差異。 

願景 
目標 

領導者 

方向 

領導策略 
管理機制 
工作團隊 
組織文化 
資訊科技 

儲存 

圖 2-17 吳宗成的知識管理模式與發展圖 

 

資料來源：國民小學知識管理組織文化現況調查研究－以彰化縣和嘉義縣市為例（頁 51），

吳宗成，2003，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嘉義縣。 

 
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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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瓊潔（2005）以「國民中學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為題，以屏東縣、高雄縣市、台南縣市之公立國民中學教師 645 人進行問

卷調查，研究發現：男性、兼行政工作之教師、資淺、研究所或一般大學

畢業之教師在部分知識管理現況表現上較理想。 

洪有順（2004）以「高中教師知識管理行為與教學行為的相關分析」

為題，以高雄縣市高中教師 405 人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發現：1.性別在「獲

取知識」、「運作知識」、「分享知識」沒有顯著的差異；2.服務年資在「獲

取知識」有顯著的差異，在「整理知識」、「運作知識」、「分享知識」沒有

顯著的差異。 

邱志鑫（2004）以「國民中學教師知識管理認知與教師效能相關研究」

為題，以台灣地區中部五縣市國民中學 890 位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發

現：1.教師之性別、年齡、服務年資、不同職務、學校所在地、創校年數

在知識管理有顯著差異。 

詹育芳（2004）以「高級職業學校教師知識管理應用現況之研究」為

題，以台灣地區 1400 為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獲得以下結論：1.教師的個

人背景變項，整體來說只有不同任教科別的教師在應用知識管理過程的認

知上有顯著差異；但就個別層面而言，則以性別、學歷、任教科別、學校

性質，有顯著差異；2.高職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整體來說不同年資、學

歷、任教科別、任教地區的教師在應用知管理促動要素認知上有顯著差

異，但就個別層面而言，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皆具顯著差異。 

黃景文（2004）以「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與情緒管理之研究」為題，

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和南投縣國小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發現：年齡、

年資在知識管理有顯著相關。 

    楊頌平（2004）以「國民小學教師個人知識管理與其專業表現關係之

研究」為題，以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國民小學 864 位教師進行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1.男性、研究所畢業、擔任行政職務教師、任教地區在城市與

偏遠地區的教師對整體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實踐程度較高。2.教師個人背

景之服務年資與現任職務，與教師個人知識管理之知識獲取、知識儲存、

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等層面，對其整體專業表現最具有預測力。 

施東揚（2004）針對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及彰化縣之公立國民小

學 1235 位教師之研究發現：1.男女教師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

有顯著差異；2.年齡較大、服務年資較長之教師，其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

況較佳；3.學校規模較小、創校年數中等的學校，其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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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較佳；4.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及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的預測

作用上，以知識管理最具有預測力。 

戴怡真（2004）針對 800 位等台南縣市國小教師進行研究發現：1.男

性、研究所畢業、兼任行政工作、資深、任教於台南市大型學校之國小教

師，對知識管理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可行性看法較理想；2.男性、

研究所畢業、主任及科任教師、資深、任教於台南市大型學校之國小教師，

對知識管理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實行意願看法較理想；3.不同性

別、最高學歷、現任職務、服務年資與學校所在地之國小教師對「知識取

得」層面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可行性與實行意願意見有差異存在；

4.不同性別、最高學歷、現任職務、服務年資與學校所在地之國小教師對

「知識整理」層面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可行性與實行意願意見有差

異存在；5.不同性別、最高學歷、現任職務、服務年資與學校所在地之國

小教師對「知識分享」層面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可行性與實行意願

意見有差異存在；6.不同性別、最高學歷、現任職務、服務年資、學校規

模與學校所在地之國小教師對「知識應用」層面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

之可行性與實行意願意見有差異存在；7.不同性別、最高學歷、現任職務

與服務年資之國小教師對「知識更新」層面應用於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可

行性與實行意願意見有差異存在。  

洪婉琪（2004）針對 500 位國小教師之研究發現：1.男性教師讀書會

成員在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狀況的情況較佳。2.學校規模在

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狀況有顯著差異，規模小型的學校教師

讀書會成員在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狀況的情況較佳。 

蔡主民（2004）針對嘉義縣市 841 位學校人員之研究發現：1.資深、

擔任或兼任行政職務的國小學校人員，認為國小實施知識管理之可行性

高。2.在實施知識管理可行性之「知識取得」層面，女性得分較高。3.具

師範師專學歷的國小學校人員，在實施知識管理可行性之「知識應用與創

新」層面，得分較高。4.中大型學校、創校 21-30 年、城市與鄉鎮、嘉義

市的國小學校人員，認為國小實施知識管理之可行性較高。5.資深、職務

為校長的國小學校人員，認為學校目前行政管理與知識管理理念之現況符

合度較高。6.女性在「知識蓄積」層面認為學校目前行政管理與知識管理

理念之現況符合度較高；而男性在「知識應用與創新」層面認為學校目前

行政管理與知識管理理念之現況符合度較高。7.學歷為師範師專、其他以

及研究所的國小學校人員在「知識應用與創新」層面，認為學校目前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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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與知識管理理念之現況符合度較高。8.49 班以上、創校 21－30 年、

城市、嘉義市的國小學校人員認為學校目前行政管理與知識管理理念之現

況符合度較高。 

陳淑華（2003）針對桃園縣國小教師之研究發現：1.市區、創校 10

年以下學校在整體知識管理上比鄉鎮、創校 31 年以上的學校為佳；2.學

校規模的大小，不影響知識管理的程度；3.男性、校長、任教 31 年以上、

46-55 歲、學歷高者對知識管理的知覺高於女性、主任及教師、任教 10 年

以下、35 歲以下、學歷低者。 

陳榮宗（2003）以「國民小學教師應用知識管理的可行策略及其障礙

素-以臺南縣為例」研究指出：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中，以服務年資所影響

的題項最多，受學歷影響的題項為最少。 

黃盛榮（2003）針對高雄市 34 所國民小學、740 位教師之研究發現：

1.學歷愈高所知覺到的知識管理程度愈高。2.擔任主任工作的教師對於知

識管理的認知程度高於級任導師。3.經常使用電腦的教師對於知識管理的

認知程度高於不常使用電腦者。 

石遠誠（2003）針對台中縣 840 位教育人員之研究發現：1.男性、兼

任行政職務、年長、資深、研究所畢業之教育人員對知識管理認知情況較

理想。2.規模中型的、一般地區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知識管理的知覺情

況較理想。3.男性、兼任行政職務、年長、資深、師專畢業之教育人員對

學校效能認知情況較理想。4.規模大、中、小型學校對學校效能有不同認

知層面；一般地區的學校對學校效能認知情況較理想 。 

黃秀君（2003）針對台北縣市 630 位教育人員之研究發現：1.現職的

主任，其知覺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應用符合的情形最高。2.不同

學校規模大小，在「知識取得」及「知識儲存」的應用情況有差異。 

張淑芬(2003)針對臺北市 451 為級任教師之研究發現：1.不同年齡、

學歷、服務年資在知識管理能力上具有差異存在。2.30 歲以下、研究所、

服務年資在 5年以下的教師表現較佳。 

李瑪莉（2002）針對嘉義縣市、雲林縣及彰化縣 744 位教師之研究發

現：1.男女教師在知識管理及教師專業成長上的知覺上無差異存在。2.年

齡較長、專科畢業、服務年資較長之教師，其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況較佳。

3.創校年數長的學校比創校年數短的學校，其知識管理的情況較佳。4.年

齡較大、專科或碩士以上畢業、服務年資較長之教師，其所知覺的教師專

業成長情況較佳。5.擔任職務為教師兼主任者比擔任級任教師者在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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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長的知覺情況上較佳。6.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及知識管理

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預測作用上，以知識管理最具有預測力。 

金玉芝（2002）針對台北縣 940 位教師之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的知

識管理會因其個人服務年資及教育程度而有差異；服務年資愈久、教育程

度愈高之教師，其知識管理能力愈佳。2.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會因其服務

學校的規模大小而有差異，中型學校教師的知識管理能力高於小型及中型

學校教師。 

高義展（2002）針對高雄市 1560 位國小專任教師之研究發現：1.男性

教師在知識通訊、行政知能、一般知能、專業成長、行政管理、以及專業

表現等優於女性教師；女性教師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教學知能等表現

優於男性教師。2.資淺教師在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以及專業

表現較不如資深教師。3.級任教師在知識分享、知識轉化、知識管理、創

發學習、親師合作等表現優於科任教師；科任教師在知識通訊、團隊學習、

自我學習、行政知能、一般知能、專業成長、行政管理等表現優於級任教

師。4.學歷越高的教師在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以及專業表現

較為良好。5.小型規模的學校教師在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以

及專業表現較為良好。6.國小教師的服務年資、知識分享、創發學習、一

般知能的表現能對於專業表現最有影響力。 

鍾欣男（2001）針對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 1050 位教師之

研究發現：1.男性教師、資深教師、研究所畢業與師專畢業教師及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以及鄉鎮地區的學校、創校年數對知識管理認知情況較佳。

2.男性教師、資深教師、研究所畢業與師專畢業教師及兼任行政職務教

師，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認知情況較佳。 

俞國華（2001）以「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專業成長之研究」為題，以

中部四縣市 785 位國小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發現：教師知識管理受服務地

區、學校規模影響而有所差異：以學校規模「13-24 班」及服務地區接近

城市與鄉鎮較佳，至於性別、年齡、最高學歷、服務年資等背景，並無明

顯影響。 

綜合上述，以問卷調查的 21 篇研究中，不同背景變項在教師知識管理

的差異顯著情形，其差異統計的次數高低依序為：「教師服務年資」及「最

高學歷」、「擔任職務」、「性別」及「學校規模」、「年齡」及「學校

所在地區」、「創校歷史」。詳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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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教師知識管理相關研究背景變項是否達顯著差異統計表 

變項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性別 年齡

擔任
職務

服務
年資

最高
學歷

學校 
規模 

學校 
地區 

創校
歷史

鍾欣男（2001）  國小教師 ○   ○ ○  ○ ○ 

俞國華（2001）  國小教師      ○ ○  

楊頌平（2001）  國小教師 ○  ○  ○  ○  

高義展（2002）  國小教師 ○  ○ ○ ○ ○   

陳淑華（2003）  國小教師 ○ ○ ○ ○ ○  ○ ○ 

陳榮宗（2003）  國小教師    ○     

黃盛榮（2003）  國小教師   ○  ○    

石遠程（2003）  國小教師 ○ ○ ○ ○ ○ ○ ○  

黃秀君（2003）  國小教師   ○   ○   

張淑芬（2003）  國小教師  ○  ○ ○    

李瑪莉（2003）  國小教師  ○ ○ ○ ○   ○ 

金玉芝（2003）  國小教師    ○ ○ ○   

施東揚（2004）  國小教師    ○ ○  ○  ○  ○ 

戴怡真（2004）  國小教師 ○  ○ ○ ○ ○ ○  

洪婉琪（2004）  國小教師 ○     ○   

黃景文（2004）  國小教師  ○  ○     

蔡主民（2004）  國小教師   ○ ○  ○ ○ ○ 

周錫欽（2005）  國中教師  ○ ○  ○ ○   

許潔瓊（2005）  國中教師 ○   ○ ○    

詹育芳（2004）  高職教師 ○  ○  ○    

洪有順（2004）  高中教師 ×        

總計    21 篇 10 7 11 13 13 10 7 5 

說明：  「○」代表達顯著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教育議題與教師知識管理的研究 

鍾欣男（2001）以「知識管理在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運用之研

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對整體知識管理認知與學校本位教師

專業成長情況皆屬普通。2.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學校本位國小教師

專業成長愈佳。3.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作用中，以

知識擴散及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 

俞國華（2001）以「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專業成長之研究」為主題，

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專業成長現況介於「有時如此」及「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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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如此」之間：在知識管理部分，「知識的創新」與「知識的分享」層面

屬於表現較佳的部分，「知識的獲得」與「知識的儲存」則屬需要努力的

層面；在專業成長部分，「教育思想觀念與態度」、「人際溝通」、「學

生輔導與管理知能」與「教學知能」等層面屬於表現較佳的部分，「行動

研究知能」則屬需要努力的層面。2.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愈

佳：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師專業成長各層面及整體間皆達高度

相關，教師如具備愈佳之知識管理能力則愈有可能具備較佳之專業成長程

度。 

金玉芝（2002）以「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個人與組織面向之分析」為

主題，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屬中上程度，且相當多元化；其

中，以知識應用最為明顯，而知識儲存與知識創新則有偏低傾向。2.國小

教師的知識管理與學習型組織之間具有正相關。 

李瑪莉（2002）以「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

為主題，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知識管理情況尚待加強，教師專業成長情

況相對較佳。2.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情形也愈佳。 

高義展（2002）以「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與

專業表現關係之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知識管理、學習型

態、專業成長與專業表現大致良好。2.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程度越高，則

其專業表現的功效也會提昇。3.國小教師從事學習的程度越高，則其專業

表現的功效也會提昇。九、國小教師積極參與專業成長活動，則其專業表

現的功效也會提昇。4.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程度越高，則其從事學習的程

度也會提昇。5.、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程度越高，則其參與專業成長活動

的程度也會提昇。6.國小教師積極從事不同型態的學習工作，則其參與專

業成長活動的程度也會提昇。7.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與學習型態、知識管

理與專業成長、以及學習型態與專業成長等表現，共同運作相輔相成，始

能有效提昇專業表現。8.教師知識管理表現越好，則投入學習工作的積極

性會提高，也因此促進教師積極參與專業成長活動，進而提昇專業表現效

能。 

洪彰良（2002）進行「運用知識管理建立九年一貫課程推動模式之研

究」指出：1.將隱性知識外顯化，運用專家諮詢，能解決資源運用相關問

題。2.將知識萃取，運用顯性知識管理，建立教師知識管理網站（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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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課程認知相關問題。3.將知識創新，運用教育論壇，能解決專業發

展相關問題。4.將知識分享，能解決家長認知相關問題。 

陳淑華（2003）以「桃園縣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為

主題，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教師的知識管理整體表現「佳」。2.知識管

理對學校效能存有正相關，而且有相當的預測力。3.國民小學推動知識管

理的困境有：人員質量不足、硬體設備欠缺、知識分享與流通的管道不通

暢、缺乏專責推動單位等；(5)缺乏管理圖書室的專業人員。 

黃盛榮（2003）以「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之研究」為主題，

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現況皆在水準之上，在「知識應用」層

面的平均得分較高，「知識分享」層面的平均得分較低。 

黃秀君（2003）以「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應用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1.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整體應用情況良好，唯在

「知識儲存方面」應用情況較低。2.國民小學教師普遍認同知識管理，唯

在實務應用上仍存在困境有待克服。3.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的應

用，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的功能為最可發揮。4.

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應用上可採行的策略，以「建立完善進修管

道，提昇教師知識管理知能」為最可行的策略。5.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

師教學應用上，以「增加教師員額編制，減輕教師工作負擔」為最重要的

配套措施。 

王建智(2003)在「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指出，

國小教師知識管理現況具有中上水準表現，教師知識管理不受教師背景變

項影響而有所差異。 

張淑芬(2003)以「臺北市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研

究」為主題，研究發現：教師的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效能現況屬優異

程度。 

石遠誠（2003）以「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為主題，

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大都能有知識管理認知與對學校效能情況

有正面評價。2.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3.知識管理的

變項中對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學校效能預測作用中，以知識創新及知識應

用最具有預測力。 

陳榮宗（2003）以「國民小學教師應用知識管理的可行策略及其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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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臺南縣為例」研究指出：1.知識管理向度的包括取得知識、知識分

享、應用知識與知識創新。2.交換教學檔案為教師知識分享的可行策略之

一。3.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中，以服務年資所影響的題項最多，受學歷影響

的題項為最少。 

洪有順（2004）研究發現：1.知識管理的向度包括「獲取知識」、「運

作知識」、「分享知識」、「獲取知識」；2.知識管理與教師教學行為成現正

相關。 

邱志鑫（2004）研究發現：1.國民中學教師在教師知識管理屬於中偏

高程度；2.教師知識管理認知與教師效能有中度正相關存在，即教師知識

管理認知愈佳，教師效能也愈好。3.教師知識管理認知對教師效能的預測

作用中，以知識取得變項預測力最高。 

詹育芳（2004）研究獲得以下結論：1.教師對知識管理過程整體與各

層面的認知顯著高於中等程度。2.教師對知識管理促動要素整體與各層面

的認知顯著高於中等程度。3.教師應用知識管理過程與知識管理促動要素

之間有顯著正相關。 

黃景文（2004）研究發現：1.知識管理整體及各層面現況均佳，仍有

自我精進的空間；2.教師知識管理與情緒管理具正相關。 

    楊頌平（2004）研究發現：1.教師個人知識管理與專業表現之實踐程

度現況屬於中等以上程度；2.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其個人知識管理與專業表

現具有正相關，教師個人知識管理實施程度越高，則其專業表現的程度也

會提昇；3.教師個人背景之服務年資與現任職務，與教師個人知識管理之

知識獲取、知識儲存、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等層面，對其整體

專業表現最具有預測力。 

吳坤山(2004)以「以知識分享策略推動國民中學教學檔案之行動研究」

為題，發現知識分享推動之分享策略，包括讀書會、同儕教練、知識加油

站、學習領域小組、實務社群網站等，對教學檔案效能的提升，已有初步

成效。同時也發現，各分享策略對於教學檔案之「教學成效」、「專業知能

分享」、「資訊科技之運用」、「親師、師生之互動」、「教學省思」等不同效

能的影響程度，有相當明顯的落差及分享策略對於各學習領域教師造成的

差異影響，達到了顯著水準。 

施東揚（2004）以「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為主題，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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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以「學校領導與分享成長」層面的知覺最佳；2.

學校知識管理的情形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 

張勉懿（2004）以「國小教師資訊素養與知識管理關係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1.教師資訊素養、教師知識管理為中上程度。2.教師的資

訊素養與知識管理具有正相關。3.台北縣市國小教師資訊素養對教師知識

管理具有顯著影響。 

戴怡真（2004）以「知識管理應用於國小教師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意

見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知識管理應用於國小教師班級經營具體作

為之可行性程度在整體與各層面平均達到「可行」程度；2.知識管理應用

於國小教師班級經營具體作為之實行意願程度在整體與各層面均達到「願

意實行」程度。  

洪婉琪（2004）以「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狀況與教師讀

書會效能之關係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

識管理狀況的情形越佳，則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效能越好。2.國民小學教

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之狀況對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效能的多元逐步迴

歸預測中，以「知識取得」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帶動教師教

學成長」、「助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提升教師人際相處能力」等層

面最具預測力。3.以「知識蓄積」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增進

教師個人閱讀效能」、「助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促進教師對學校各

機構之運用」、「提升教師人際相處能力」等層面最具預測力。4.以「知

識創新」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增進教師個人閱讀效能」、「帶

動教師教學成長」、「促進教師對學校各機構之運用」、「提升教師人際

相處能力」等層面最具預測力。5.以「知識分享」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

成長」、「帶動教師教學成長」、「助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促進教

師對學校各機構之運用」等層面最具預測力。 

周錫欽（2005）研究指出：1.教師知識管理之現況大致良好；2.教師

知識管理愈佳則教師教學效能愈佳。 

許瓊潔（2005）研究指出：1.教師知識管理現況具有中等水準表現；

2.國中教師之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3.教師知識管理

各層面中，以知識的應用對整體教師教學效能最具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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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 教師知識管理現況大多屬中上程度，各研究結果頗為相近。 

（二） 相關研究議題聚焦於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學習型態、教

學專業表現、學校效能、教學效能、班級經營、知識分享策略、讀

書會、情緒管理、教學檔案管理、資訊運用、九年一貫課程模式等，

新近研究對於教師個人知識管理方式（如：教學檔案、資訊歷程等）

及學習型組織（如：有效策略、分享機制）等有增多之趨勢。 

（三） 教師知識管理與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成長、學習型組織、專業表現、

學校效能、教學效能、讀書會效能等呈正相關。 

（四） 教師知識管理對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效

能、教師效能、讀書會效能具有預測力。 

（五） 教師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作用中，以知識擴

散及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教師知識管理的變項中對國民小學教

育人員的學校效能預測作用中，以知識創新及知識應用最具有預測

力；教師知識管理認知對教師效能的預測作用中，以知識取得變項

預測力最高；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中，以知識的應用對整體教師教

學效能最具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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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檔案管理的理論與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不少，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olio)新近更被

重視及應用。教師教學檔案不僅作為指導實習教師成長的歷程評量工具，

也被普遍使用在教師資格檢定、教學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 

1980 年代，史丹佛大學的教師評量計畫(Teacher Assessment 

Project，簡稱 TAP)歸納教學相關文獻，觀察教師有效教學，設計並發展

出「以教學歷程檔案記錄教學記錄或內容」，在至「評量中心」討論教學

檔案內容，再參與模擬教學活動。此一模式形成典型的教師評量活動，也

逐漸促成檔案寫作格式的發展。隨後，美國國家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簡稱 NBPTS）

於 1987 年成立，根據 TAP 經驗並致力於建立「教師所應具備的事及教師

所能做到的事」（what tr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逐

步為職前教師、初任教師、傑出教師等各層級教師，發展教學專業標準，

成為日後教師評量的先驅（Delandshere，1996）。 

儘管 1980 年代後美國各州教師評鑑系統不盡相同，但其評量方式大

抵以教室教學表現與教師教學歷程檔案為主（林美玲，1998；Conley，

1996；Delandshere，1996）。例如：美國馬里蘭大學用之以考選優良教師；

哈佛大學用之以促進教師的教學績效；密西西比州要求新進教師在一年內

通過評量，受評量教師需提出教師教學檔案包括教學計畫、單元教學活動

設計及其他規定之作品，由評審委員會依評審項目評分；肯塔基州的新教

師標準（The New Teacher Standards，簡稱 NTS）也將教師教學檔案列為

重要的教學評鑑項目之一；在州政府的層級上，檔案被用來做為教師換證

的依據；在全國的層次上，檔案被用來認證高成就水準的教師（張德銳，

2000）。自此，以系統化、結構化的教學專業檔案協助教師進行專業發展

及評鑑，成為具體展現的作法。不少研究支持檔案可做為一種反省經驗、

連結理論實務、教學評估及專業發展的有效方法（Stone,1998；張麗麗、

蔡清華，1997；張德銳，1999；陳惠萍，1999）。 

   林文生（2004）從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觀點提出：協助教師教學

成長，首要工作在於協助教師重新架構自身的知識，有就是教師知識的系

統化。系統化的知識包括教育思潮、教學原理、教學方法以致於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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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教師自我省思的機制，利用教師自我建構的教學檔案不斷地將教學

現場的教與學進行交互辯證，以修正教學、調整信念、縮小理論與實務的

落差，建立教學檔案是有利的工具與過程。透過教師教學檔案培育具有反

思能力的新好教師，也是近年來師資培育的重要研究議題（陳美玉和羅美

惠，2000）。 

台灣近年來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並結合教師資訊素養的提升，鼓勵教

師建置班級網頁，以建立教育專業溝通的知能與平台；台北市自 2002 年

開辦教師教學檔案比賽及觀摩，2002 年 7 月起辦理「發展性教學檔案」的

教師研習工作坊，作為當局提升教師專業的措施與認證。只要在入口網站

上鍵入「教學檔案」，不斷增加的網站資料分享著教師教學的知識、智慧

與心得，連結了台灣、香港、中國大陸的網站與知識平台，也展現了現今

教育領域對教學檔案的重視與進步。 

以下，本節將從教學檔案管理的定義與內涵、教學檔案管理的目的與

功能、教學檔案管理理論基礎、教學檔案管理的研究取向、教學檔案管理

的相關研究等五方面來加以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建構的依據。 

 

壹、教學檔案管理的定義與內涵 

「檔案」﹙portfolio﹚是顯示個人知識、技巧或特長的統整性文件

(Bird, 1990)。檔案也是有目的有選擇性的蒐集一個人的作品，它具有結

構性與目的性，並非漫無目的堆積各種文件﹙Wolf，1991﹚，此一活動著

眼於瞭解事件發展的過程，期望藉由檔案中的文件或證據，找出情境意義

與發展的脈絡﹙Wolf，1994﹚。檔案結合了過程與結果，也就是反思、選

擇、評估的過程及其產物(Winsor & Ellsfoson, 1995)。 

Yerkes（1995）指出歷程檔案一直以來都是藝術家、設計師、建築師

等專業人士，用來呈現個人經驗、能力與作品；或為一般人士在謀職就業

時，作為提供成就表現佐證的具體事證。專業的歷程檔案則是有目的的蒐

集一些文章、工作計畫、作品、信件、證明書或其他項目，作為個人已獲

得某些專業知識、技能與經驗的代表。歷程檔案亦被廣泛使用在師資培育

的評量內容中，包括教師教學能力、對學生學習的看法、如何評量學生專

業對話等（林美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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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檔案」（teaching portfolio）的實施，主要著眼於透過教師對

教學檔案的計畫和創造的過程，有系統的引導教師自我反省，產生專業成

長的動機和意願，逐漸焠鍊出專業的教學判斷和行為（James & Sheryl，

1996）；亦希望透過分享、觀摩、對話、行動研究等機制，促成教育專業

知識管理、教師自我更新、實踐智慧導向的教育專業發展；經由教師發展

實務工作的覺醒與省思歷程，運用於日常教學，進而促成「教師增能」的

專業發展。因此，本研究所指稱之教學檔案，包含歷程檔案的性質。 

Wolf( 1996)認為教學檔案是教師透過長時間、有系統蒐集與彙整的

一份檔案，包含教師個人教學成果紀錄、教學省思、教學合作，能有效呈

現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與教學成果。Wolf & Dietz (1998)指出教學檔案

是蒐集教師實際教學表現的資料，包含教學單元計畫、學生學習評量、學

生學習作品、班級經營、教育理念以及自我反省等，而形成教學檔案的歷

程是自我檢視並與同儕對話的過程，其目的在自我長。 

Senne 與 Rikard (2002)認為教學檔案是蒐集有選擇性的內容，藉以

瞭解教師的教學知識、技巧和能力，而檔案形成的過程就是教學反省與自

我建構的歷程，是教師為滿足內心成長需求的工具。 

教學檔案檔理的結構與內容關係著教學檔案能否達成預期的成效

﹙Wolf,1996﹚。有些學者認為檔案的內容應該沒有任何預設立場，而是由

教師依據當時情境來考量哪些資料應該被放入檔案中﹙Senne & Rikard，

2002﹚。但若完全沒有經過思考、規劃與設計，教學檔案可能成為堆砌的

資料，無法從中萃取經驗的智慧，失去教師專業成長最根源的目的﹙Smolen 

& Newman,1992；Wolf, 1996﹚。因此，建構檔案的內容仍有其必要性。 

Harris 與 Others (1997)則認為教學檔案內容應該包含：教師個人介

紹與教育理念、個案研究、教學觀察、反省日誌或記錄、期末報告、對教

育經驗重新的反省。 

Senne 與 Rikard (2002)描述北卡羅納州認證的教學檔案內容為：1.

「瞭解我」包含自我介紹、簡歷、教學理念；2.內容知識與教學能力﹙教

學單元和五個單元計畫﹚；3.反省與專業成長﹙教學效能的自評、提升教

學效能的行動方案、進步的系統文件﹚；4.持續不斷的反省﹙以結構化的

反省日誌進行每週的反省﹚；5.教學錄音錄影帶；6.教學技巧。 

James 與 Sheryl﹙1996﹚指出，教師準備建立教學檔案時，需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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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教學檔案基本的前提和假定。Pelletier(1994)提出了教學檔案發展

的歷程：1.說明教學理念，以及這些理念在班級中實施的案例；2.教師反

省並列出自己的優缺點；3.根據這些優缺點提出專業發展的計畫。過程中

都包含了圖片、錄音帶或錄影帶以及各種有關教師專業成長的文件資料。 

張麗麗、蔡清華（1997）將檔案內容分為教學記錄、教學複製品、證

明或記錄、檔案至作品等。且資料不限書面文件，亦可包括錄影帶、錄音

帶、圖片、相片或磁片等。 

陳惠萍﹙1999﹚指出，無論任何類型的教學檔案，都應該具備下列內

容：(1)教學計畫；(2)教學的組織；(3)師生互動的情形；(4)親師互動情

形；(5)教學評量的評估。 

鄭宇樑﹙2000﹚認為教學檔案是在一段時間及不同脈絡中，對可表現

教師成就的極佳工作證據做結構化的蒐集，啟發教師的教學見識與特性。 

薛瑞君（2001）認為教學檔案是教師長時間、有目的的蒐集教學過程

中的資料，此過程在教師選擇內容、製定選取與評估標準中，具有主導權

與選擇權，並能提供教師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價值。而他人透

過此學檔案也可以了解到教師的教學特質（如教學信念、教學計畫與設

計、教學技巧、教室管理、教學評量）與教學表現。其歸納教育專業檔案

的內容包括：1.檔案目錄；2.個人專業背景資料；3.教學記錄；4.教學回

饋及省思資料；5.專業成長記錄；6.其他相關資料。 

邱馨儀﹙2003﹚歸納專家學者意見，提出「教師教學檔案組織結構表」，

詳見於表 2-4 所示之內容及項目，並建議國民小學推動教師教學檔案需強

調的重要內涵：1.教學檔案不是「教學文件資料夾」或「教學作業簿」，

它是將教師個人表現、教學相關文件、教學成果、班級經營、教師專業成

長計畫等彙整的「專家檔案夾」。2.教學檔案是為自己而做，為展現教師

的能力、教學的表現、教師的巧思與教學的成效。3.教學檔案內的文件是

教師有意挑選過的，對教師深具意義與價值，所以要記得加註解說明，作

為日後進行專業對話、討論、省思的提醒。4.教學檔案是教師專業發展持

續不斷的歷程，所以可以不斷修改、經常加註、時時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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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師教學檔案組織結構參考表             

＊封面  ＊換個角度看自己  

一、檔案目錄 先架構   →修正  →   最後再確定 

二、專業背景資料 
1. 學經歷 
2. 專長 
3. 個人教育、教學理念 

 教師學習成長歷程資料呈現 
 教育哲學觀、教學理念 
 對個人教育理念、任教學校願景、任教科

目及學生期望做一簡短描述，約三百字 

三、教學表現記錄與省思 
1. 學期教學計劃及班級經營計劃（班規）
2. 學校特色課程（校本課程） 
3. 教學專業表現 
     ◎課程與教學設計的系統思考 

 課程設計 
 教學錄影帶 
 觀察檢核表 
 學生意見調查表 
 他人觀察 
 評量計劃 
 會談記錄 
 專業對話 

（參考台北市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工具：可由
北市大橋國小網站進入） 

 
 
 
4.親師溝通 
 （除班級親師互動資料外，另可配合輔導

室、家長會相關資料整理） 
 
 
 
 
 
5.輔導紀錄 
 
 
6.省思筆記 

 檔案註解 
 省思評語 
 延伸思考 

      
 
 
7.學生作品 
 
 
8.專業成長計劃 
 

 班級經營計畫：配合任選一科目，提出班
規或上課規則，說明建立方式與執行情形

 教學計畫：學期教學大綱或任選一單元、
主題，就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學教材、
評量計畫等項目做一說明或進行教學活動
設計（學校特色課程） 

 配合教學進行教學並錄影 
 同儕教師進行觀察記錄、自行觀賞錄影帶

進行教學觀察記錄 
 自行選擇或設計方法，調查學生對教師教

學的看法 
 其他同儕、輔導教師的觀察紀錄、會談記

錄 
 檢討教學歷程，就計畫、活動設計、教學

表現、評量方式、結果解釋等項目分別檢
視、說明及省思 

 成立班親會組織、工作計劃、人力資源 
 訪談記錄  （學生資料保密性） 
 活動通知（意見回饋、統計） 
 親師生合作記錄 
 班刊、通訊、聯絡簿 
 家長支援教學記錄 
 家長回饋意見單（學習單、活動單） 
 提出最滿意與最不滿意輔導紀錄各一份，

說明滿意與不滿意之原因，及可能解決之
道 

 在資料中加註意見、建議及心得，並建議
至少提出期初、期中與期末筆記各一份，
敘述教學成長歷程，亦可隨時加註 

 就各項資料，標示重點或說明內容 
 就各項資料，說明選取原因、從中學習到

什麼、整體的成長如何、還有哪些需要改
進等 

 任選一科目，自高、中、低程度學生各選
一份作品，作品含教師回饋評語，說明不
同程度作品的差異原因，並提出協助程度
差學生的改進計劃 

 拍照、掃描或影印留存 
 行動研究、專業對話、教育生涯進路 

四、專業成長紀錄 

1. 專業研習、進修及研究活動 

2. 社區教育活動 

 參加教育研習活動、受訓等紀錄 

 行動研究發表、專業對話 

 其他教育活動、社區服務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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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而言，教學檔案依其目的不同而具不同的意義。然深究其精神，

研究者將教師教學檔案管理定義歸結為「教師為展現自己的教學特質與瞭

解自己的教學表現，自動主導且有計畫地進行教學資料的蒐集、選擇、整

理、編排及更新，並透過自我反省及同儕對話的歷程，形成具有目的性及

結構性的檔案，以展現專業表現，提升專業能力。」此一定義，具有下列

內涵： 

1.教學檔案的主體是教師： 

教學檔案係教師自主發起的行動，具有主導權與選擇權，其根源在於

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與自我肯定。 

2.教學檔案的目的是專業成長： 

教師對這些教學工作的範疇進行資料蒐集、檢視與反省，最主要的目

的是冀望藉由教學檔案的歷程，展露教學的特質與具體教學表現，以提升

專業知識與技能。 

3.教學檔案的內容具有組織性、結構性、更新性： 

教師自主的選擇能展現期教學資料與素材，其過程具主觀的判斷；並

經由此過程將原本漫無目的的累積教學資料，組織成有結構、系統化的個

人教學資料，以進行教學過程的分析與檢討；在建製檔案與自我省思的歷

程中，檔案亦隨教師的實踐知識而經常更新。但這種結構仍會依據不同的

目的而有差異。 

4.教學檔案的形成是反省與對話的歷程： 

教師在發展教學檔案的過程中，需要以檔案的內容和線索作為自我反

省的素材，透過註解呈現「此時此刻的想法與感受」，並不斷與教師自己、

同儕教師進行專業對話，這些反省與對話的想法，將成為教師專業發展最

重要的指引。 

綜上所述，本研究也綜合歸納「教學檔案管理」的內涵，包括專業

背景資料、檔案結構系統、教學規劃設計、專業省思記錄等方面： 

（一）專業背景資料：包括檔案中能具體呈現教師個人的學歷、經歷、專

長、能清楚敘述教師教育理念或教學理念、能具體

呈現教師教學的專業證照、教師教學的獲獎記錄、

教學的作品著作或研究成、教師教學的研習進修。 

（二）檔案結構系統：包括能具體說出教學檔案的製作歷程、以檔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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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突顯出教學檔案的特色、以檔案封面的設計製作

表現自己的專長、以檔案目錄呈現出教學檔案的項

目內容、以檔案目錄呈現出教學檔案的系統結構層

次、使檔案內容與檔案的目錄對應一致等。 

（三）教學規劃設計：包括檔案中能具體呈現學期、學科或主題的教學計

畫及活動行事、至少一個單元或主題的教學活動設

計、教學活動的學習單、多元評量的規劃與設計、

教學資源、親師溝通的計畫或文件、至少一個單元

或主題的教學活動執行情形、教學活動中學生使用

學習單的情形、多元評量的學習成果等。 

（四）專業省思記錄：包括檔案中能具體呈現對學生表現的指導、獎勵或

訓練情形；能對學期教學計畫或教學活動的意見註

記、修正或省思；能至少對一個單元或主題教學活

動執行情形註記或修正；能對多元評量的學習成果

註記、修正或省思；能對教學資源的使用情形註

記、修正或省思；能對班級經營計畫的執行情形註

記、修正或省思；能對學生表現的指導、獎勵或訓

練情形註記、修正或省思；能對親師溝通的方式、

歷程或內容註記、修正或省思；能從檔案中清楚呈

現出教師想要教得更好的想法與作法；能從檔案中

清楚呈現教師在教學、研究上的努力與改善；能從

檔案中清楚呈現教師間的合作、互動與進步。 

 

貳、教學檔案管理的目的與功能 

檔案管理的目的，歷史學家需要檔案紀錄作為研究資料，檔案亦相對

倚賴著歷史學家始能發揮其價值。從宏觀論，檔案紀錄的產生是起源於體

制上的需求，在一些國家中，檔案在於維護人民的權利，因此檔案管理者

必須意識到檔案管理的重要性，並且致力於檔案資料的保存與維護。例

如，歷史學家需要檔案紀錄作為研究資料，檔案亦相對倚賴著歷史學家始

能發揮其價值。因此，檔案管理的目的是政府及企業相當重要的知識資

產，如何予以妥善管理與有效運用，將是建置現代化檔案管理制度不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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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議題。隨著資訊化及知識經濟時代之來臨，知識已成為政府及企業的

重要資源，檔案管理方式更應躍脫過去狹隘之傳統文件管理模式，改採知

識管理思維，持續吸取新知，運用資訊科技，並以積極的現代化檔案管理

觀念，讓組織中的知識能夠有效的創造、流通、加值與應用。根據檔案法

之內涵，檔案管理係指檔案管理作業過程中之點收、整理、登記、分類、

編案、編目、裝訂、入檔、保管、檢調、清理、銷燬、移轉、機密等級調

整註銷、安全維護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處理(行政院，2002)。胡英麟(2001)

在「政府檔案分類原則之探討」指出：案法最具時代意義的是第三章「應

用」，具有象徵我國邁入現代民主開放國家的深刻涵意。檔案典藏的原始

目的，是為了妥善保存檔案，最終目的是提供使用，以發揮最大的效用。

以下分別加以敘述： 

（一）充實檔案管理人員專業知能---在檔案法通過之前，檔案管理人員

較不受重視，加以欠缺專業進修的管道，使得檔案人員未能具備檔

案的專業素養。檔案法通過之後，我們應多鼓勵現職檔案管理人員

參與進修，加強充實檔案管理人員具備檔案應用相關的專業知識。 

（二）加強民眾對檔案的認知---過去檔案環境採閉架式的管理，使得一

般民眾較少有機會接近檔案，因此國內民眾對於檔案的觀念相當的

模糊。為加強民眾對檔案的認識，進而使用檔案，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檔案管理局應編製一系列相關的出版品，廣發民眾參考；並

可透過各類平面媒體、視聽頻道、網路或電子媒體等管道，廣為宣

傳。 

（三）提供便捷使用的查檢工具---檔案的查檢工具經常使用的有三種：

館藏目錄、網路版的查檢目錄、全國性的檔案聯合目錄等，檔案管

理單位應妥善建置目錄，以便於內部管理與提供使用。 

（四）提昇檔案應用服務品質---在檔案管理單位設置「服務櫃台」，由專

業人員提供解決在使用檔案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發揮檔案的應

用效益。 

（五）建立便捷完整的檔案資訊系統---運用資訊科技建立檔案電腦化管

理制度，促進檔案資訊化，並結合公文管理系統，使檔案管理工作

同步邁向電子化管理方式。 

（六）開放應用環境---採多元化管道開放應用：1.機關檔案在機關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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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2.國家檔案在主題檔案館或區域檔案館提供應用；3.檔案目

錄開放於網際網路上提供查詢；4.提供線上申請檔案之複製管道；

5.檔案全文不涉及機密或隱私部分，提供網際網路線上直接調閱。 

Wheeler(1993)則認為教學檔案是用於教師專業發展、反省和自我評

鑑最有效的工具。Charlotte (1996)認為教師檔案依照使用方式，有不同

的目的：(1)自我反省和分析；(2)建立良師益友的支持與教練的關係；(3)

重建教學現場。 

Murray(1997)依據教學檔案的目的有四：1.教學檔案是彙整教師卓越

教學文件的工具；2.教學檔案是有益於提升教師專業能力的工具；3.教學

檔案是證明教學是一種專業行為的工具；4.教學檔案是提升個別能力發展

的工具。 

蔡清華、張麗麗、林能傑(1995)指出學檔案的目的包括：1.提升教師

教學成長；2.提升學生學習成果；3.做為人事決定的依據；4.促使師資培

育機構與教師負起績效責任。 

陳惠萍﹙1999﹚認為教學檔案應依專業性的內容標準及個人發展目標

來建構，其中包含了教師及學生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是來描繪出

教師教學的實際風貌，並可視為同僚與視導者之間的專業對話，其讓我們

能連結實際的教學成就與反省，瞭解教學的表層及實質，並檢視及形塑教

師的思考及行動的決定。 

薛瑞君（2001）歸納教學檔案的功能有五點：1.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2.做為教學生涯的記錄；3.做為正式評鑑的依據；4.促進教師同儕間的互

動；5.有助於實施學生檔案評量。研究者認為，教學檔案還有「做為指導

學生學習檔案的前置經驗」、「塑造學校分享型組織文化」及「營造學校學

習型組織氛圍」等功能。張德銳（2003）歸納教學檔案的功能在全國的層

次上，檔案被用來認證高成就水準的教師。 

教師為展現自己的教學特質與瞭解自己的教學表現，自動主導且有選

擇性的蒐集、整理教學資料，並透過自我反省及同儕對話的歷程，形成具

有目的性及結構性的檔案，以肯定專業表現，提升專業能力。因此，良好

的教學檔案，會依據其目的進行結構化的安排，呈現許多特性。 

Regan(1993)認為教學檔案的功能為：1.提供教學上認知觀點的訊

息；2.連結教師的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果；3.對具有經驗的教師或是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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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都可以提供不同的評鑑歷程；4.可以說明教師所接受的專業規範；5.

是教師自主的行動，不是行政的要求；6.對教師專業能力的證明，是由教

師本身來進行。 

綜合上述，研究者歸納教師教學檔案管理的功能及目的包括： 

（一）教學檔案管理具開展教師反省歷程的功能與目的 

教師對教學行為深度的反省，是教師專業成長最重要的過程（Collins, 

1990）。教學檔案管理的目的在於將教師的評鑑轉化為一種反省的歷程，

透過同儕的對話，達成提升專業品質的目的（James & Sheryl，1996）。

教學檔案開展了教師教學反省另一個重要的途徑，這種省思的過程，伴隨

著教師自我專業成長的熱切需求，可成為提升教師專業能力重要的方式。 

（二）教學檔案管理具建立教師評鑑的功能與目的 

James & Sheryl(1996）認為教學檔案成為異於傳統教師評鑑方式的

原因在於：(1)教學檔案提供教學的情境脈絡；(2)教學檔案調和差異性；

(3)教學檔案可回應、鼓勵教師發現優點、善用優勢；(4)教學檔案允許教

師自我確認改進的地方；(5)藉由教學檔案增進教師自我反省能力；(6)鼓

勵專業對話增進教師能力：以教學檔案為基礎，刺激和協助教師同儕之間

專業對話；(7)藉教學檔案統整教學所有的面向：包括班級經營、教學環

境、教學計畫、教學評鑑等等。因此，教學檔案在教師評鑑具有以下價值： 

1.教學檔案是成長取向的教師評鑑（growth-oriented teacher evaluation）方式 

融合教師自我反省以及同儕分享的成長模式，立足於教師真實的情境

脈絡中，轉化教師教學表現的評量成為教師專業成長最重要的歷程，激勵

教師改進教學，在同儕合作中，擴展教師扮演學習者與評鑑者的角色

（Stiggins & Duke,1988）。 

2.教師檔案是自我評量（self assessment）的方式 

當教師檢視和分析檔案資料時，會發現自己教學上的優缺點，這就是

一種自我評量（self assessment），更重要的是，這種自主性的評量方式，

與個人產生意義化的連結，亦即教師非常清楚評量的目的是正向積極的，

是可以提升專業能力的，是符合教師教學情境而非脫離現場，沒有意義的

評量（Haertel, 1993）。 

3.教師檔案是同儕評量（peer assessment）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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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評量（peer assessment）是教學檔案中很重要的功能，藉由教

師同儕共同檢視教學的情形，並且提出改進的意見，因為同儕教師對情境

的經驗相同，這些改進的意見常常是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最重要的策略

（Fisher,1994）。 

（三）教學檔案管理具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與目的 

任何教育改革方案，如果沒有考慮教師主體性的差異時，往往無法達

到改革成效﹙廖仁義譯，1986﹚。Shackelford﹙1995）指出，若激勵教師

專業發展的方案，未能與教師所處的情境脈絡連結，讓教師充分感覺到這

種方案可以有效解決教學問題，增進教學效能，那麼，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仍然僅止於一種行政作為罷了。教學檔案管理是教師管理教學計畫、文

件、構思教學過程、檢視教學成果等系統思維的歷程與工具；正如葉興華

（2002）研究指出：教學檔案的製作既可以應用於評鑑，幫助學生學習，

也可以應用於協助教師專業發展。 

    

參、教學檔案管理的理論基礎 

本研究從「實踐智慧、建構主義的知識論」、「符號互動論」、「知識管

理」等理論基礎來探討教學檔案管理。 

一、實踐智慧、建構主義的知識論與教學檔案 

建構主義整合了哲學對知識的觀點（知識論）和心理學對認知觀點的

看法（張美玉和羅美惠，2000）。從建構主義的知識論認為知識是自由個

人所創建與構成的，知識的獲得是個體與外在世界不斷互動的結果，「自

我」在認知的過程中，扮演最為核心的角色，也是不可或缺的部分

(Hendry，1996；Sutton et al.,1996；陳美玉，1997)。為適應專業知識

的多元化與變動性，應鼓勵教師反省自己的經驗、情感與信念，尤其是與

教學有關的旁觀習藝經驗（Sutton et al.,1996；陳美玉，1996）。當學

習內容與舊經驗連結產生新的意義，個人的專業知識與理論使得建構。強

調社會性的論辯與理性的溝通，是奠定教師未來再建構個人知識的基礎

（馬信行，1996）。 

實踐是課程的一種語言（Schwab，1978），實踐的力量，有機會讓教

師檢視理論的功能，同時讓經驗與理論的不斷辯證，進而建構可以解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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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現場的敘事。教師要具備紮實有效的反省力，必須要先檢察自我存在的

知識體系包括教育思潮、教學理論、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林文生，

2000)。傅建明（2002）指出「從專業發展的角度看，教室的成長離不開

教育教學實踐。教師的發展只能在學校中、在具體的實踐中、在對自身實

踐的不見反思中才能完成。」就知識的角度分類，教師知識的分為本體性

知識、條件性知識及實踐性知識。「實踐性知識」的獲得是教師專業發展

的重要標準。因為對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而言，本體性知識與條件性

知識並不缺乏。實踐性知識的獲得主要通過教師對自身教育教学實踐的反

思。 

教育改革方案常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造成教師對改革目標的質

疑，認為以教師為改革對象無異於否定教師專業自主性的存在，忽略整體

教育制度與結構的不合理（James & Sheryl，1996）。這種負向的感受，

可能源自於外加的改革措施或方案，無法與教師本身產生意義化的連結，

亦即教師內心無法產生認同感﹙Burke，1999﹚。 

Lyons（1998）針對十位初任教師進行長期研究，以檢驗其經由檔案

過程變得具反省性經驗，其研究發現：「對檔案目錄提出問題的批判性會

話，其重要性可提供一鷹架（scaffold），以促進教師對其實踐性知識的

知覺。此種反省性的提問成為持續成長的機制。」 

陳惠萍（1999）以台南市國中小學教師教學檔案為研究主題，結果顯

示「教學檔案確實可做為教師反省思考與增進教學效能的媒介」。 

張德銳(1999)應用教學檔案於國小師資班的教育實習課程，結果發現

「檔案使實習教師對自己實習的過程更加敏感」。 

張美玉和羅美惠（2000）從建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一個能檢視並幫助

實習教師歷程檔案發展評量工具，並以問卷調查檢視確認其可行性及適切

性。研究印證實習教師主動建構、省思的過程確實能提供一項有利於實習

教師專業發展的工具。 

綜合而言，實踐智慧、建構主義的知識論與教學檔案的實施，主要著

眼於透過教師對教學檔案的計畫和創造的過程，有系統的引導教師自我反

省，產生專業成長的動機和意願，逐漸焠鍊出專業的教學判斷和行為

（James & Sheryl，1996）。教學檔案所強調的是以教師為主體，有目的

地蒐集教學真實資料，在形成檔案的歷程，教師有意識的洞察教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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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文件持續互動，產生意義的連結。教學檔案符合個體主動建構與反思

成長的過程與精神。 

二、符號互動論與教學檔案 

符號互動論（symbolic interactionism ）是社會學研究領域中微觀

取向(micro)的研究派典，著眼於探討人在社會互動歷程中，自我的定位

與改變，以及對於他人或環境的覺察與詮釋。Mead 主張個人行為必須在團

體中加以瞭解，社會是由一群互動中的個人所組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則

透過象徵性的符號(symbol)來傳達訊息，這些符號是社會賦予的共同意

義，人們接受符號刺激時，會對它的意義加以解釋分析，然後再進行反應，

因此，符號互動論者認為人是社會互動的產物，而探討社會互動中個人的

自我如何展現、自我如何能夠體認社會性，以及與他人的互動如何產生，

成為其研究重點﹙陳奎憙，1992；林美玲，1993；張德銳，2003﹚。 

教學檔案是專業社會化的歷程，王秋絨（1987）以符號互動論的觀點，

架構了教師專業社會化的模式，強調教師專業社會化係經由與教學有關的

「重要他人」，透過專業符號（例如語言、動作、文字等），彼此互動以習

得專業角色的意義，並且覺察到他人對教師角色的期望，不斷進行自我角

色的調整，以表現專業角色功能。 

饒見維(2000) 指出專業檔案有三個基本特性：1.多元化評量：專業

檔案呈現多元化的資料，讓甄選者從各種不同的角度來衡量一個人多方面

的表現。2.具體化評量：專業檔案著重在呈現具體的成就與作品，不只是

空洞的學歷或考試成績。3.歷程評量：專業檔案可以呈現一個人的專業發

展歷程以及成長的軌跡，而不只是呈現某一個特定時刻的表現或目前的專

業水準。 

綜合而言，教學檔案是教師社會互動中有意義的符號，在教學檔案

形成的過程中，如何決定將這些符號（代表教學的各種資料或文件）置入

檔案中？這是教師自我對這些符號進行分析、理解後，形成某一種意義，

認為這些符號可說明他教學的情境與脈絡，而依據符號互動論的觀點，這

種意義係源自於人與自我的對話，以及人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亦即，教師

透過這些檔案中的符號為媒介，不斷與自己對話，對自己形成一種意義。

就他人而言，透過教學檔案的符號，使他人可以理解教師教學的情境與脈

絡（張德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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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識管理與教學檔案 

OECD（1996）的「知識經濟報告」指出：知識的創造與應用已凌駕於

傳統的生產要素（土地、勞力、資金），成為生產力提昇與經濟成長的主

要驅動力。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高度應用，世界各國的產出、

就業及投資將明顯轉向知識密集型產業。知識管理成為重視的議題之一。

在知識經濟中強調以科技的便利性,建置知識交流的平台,企圖將資料、資

訊進而整合為知識及智慧。 

學者主張知識管理有兩種不同的內涵( Schwen et al.,1998；

Sveiby,2000)：（一）知識管理視為資訊管理：持此一觀點的論者在認識

論上偏實證論者，重視電腦與資訊科學等學科，要求實務工作者的焦點在

於技術和能力，在研究成長方面屬技術導向，成長快速，知識創造的重點

則在人工智慧(AI)、資訊系統的建構與資訊處理。在組織的技術管理上，

經由教師檔案的共同建置、班級網頁、學年（學群）網頁、學校網頁、關

教育網站的建置與連結，均是充分利用將知識管理視為資訊管理，這有利

於建置層級較高、系統較為龐大的教學專業資料庫，例如「九年一貫教學

檔案中心」、「各校網站上之教學文件資料庫或教學檔案庫」，亦有許多屬

於個人的教師網站等。（二）知識管理視為人員管理：持此一觀點的論者

在認識論上屬建構論者，重視心理學、哲學、社會學與企管等學科，對實

務工作者的要求則在於人員和環境，在研究的成長方面則絕大多數植基於

人類學，成長緩慢，知識創造的重點則在改進個人與團體的能力與潛能。

教學檔案強調教師專業資訊的選擇、專業知識的展現，並透過個人主動瞭

解、覺知、省思及同儕間對話，促進個人教學專業能力的提升與強化組織

互動，行塑分享型組織文化。 

從知識管理在教學檔案的建置過程中功能，教師將教學理念結合教學

材料轉化為教學設計及活動，藉由檔案的分享創造「共同化」、「外化」的

經驗；透過對話、觀察、做中學、互動進行，則有利於知識的「結合」與

「內化」。在組織的技術管理上，經由教師檔案的共同建置、班級網頁、

學年（學群）網頁、學校網頁、相關教育網站的建置與連結，均是充分利

用將知識管理視為資訊管理，有利於建置層級較高、系統較為龐大的教學

專業資料庫，例如「九年一貫教學檔案中心」、「各校網站上之教學文件資

料庫或教學檔案庫」，亦有許多屬於個人的教師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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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檔案管理的研究取向 

 教學檔案管理的研究取向與檔案特性、檔案建置歷程、檔案運用、檔

案評量、檔案關鍵因素、檔案網路歷程等息息相關。Wolf(1996)指出，教

學檔案結構與內容關係著教學檔案能否達成預期的成效。Senne 與 

Rikard(2002)教學檔案管理的內容應該沒有任何預設立場，而是由教師依

據當時情境來考量哪些資料應該被放入檔案中。Smolen 與 Newman(1992)

指出，若完全沒有經過思考、規劃與設計，教學檔案可能成為堆砌的資料，

無法從中萃取經驗的智慧，失去教師專業成長最根源的目的。另外，Harris 

與 Others (1997)則認為教學檔案內容應該包含：教師個人介紹與教育理

念、個案研究、教學觀察、反省日誌或記錄、期末報告、對教育經驗重新

的反省。Senne 與 Rikard (2002)描述北卡羅納州認證、評鑑的教學檔案

內容為：(1)「瞭解我」包含自我介紹、簡歷、教學理念；(2)內容知識與

教學能力﹙教學單元和五個單元計畫﹚；(3)反省與專業成長﹙教學效能的

自評、提升教學效能的行動方案、進步的系統文件﹚；(4)持續不斷的反省

﹙以結構化的反省日誌進行每週的反省﹚；(5)教學錄音錄影帶；(6)教學

技巧。因此，本研究嘗試分析以下幾種不同研究取向的教學檔案管理的理

論觀點，作為教學檔案管理理論的基礎。：1.教學檔案管理特性之研究取

向；2.教學檔案管理建置歷程之研究取向；3.教學檔案管理運用之研究取

向；4.教學檔案管理評量之研究取向；5.教學檔案管理關鍵因素之取向；

6.教學檔案管理網路歷程之研究取向等加以探討。 

 

一、教學檔案管理特性之研究取向 

饒見維(2000) 指出專業檔案有三個基本特性：1.多元化評量：專業

檔案呈現多元化的資料，讓甄選者從各種不同的角度來衡量一個人多方面

的表現。2.具體化評量：專業檔案著重在呈現具體的成就與作品，不只是

空洞的學歷或考試成績。3.歷程評量：專業檔案可以呈現一個人的專業發

展歷程以及成長的軌跡，而不只是呈現某一個特定時刻的表現或目前的專

業水準。 

薛瑞君（2001）歸納檔案的特性為：1.發展性；2.價值性；3.自主性；

4.真實性；5.反省性；6.個別性；7.互動性；8.系統性；9.多樣性。 

張德銳（2003）歸納教學檔案的特性為： 



 

74 

1.明確的目的：教學檔案目的在於提升教師專業能力，雖然教學檔案可能

具有不同形態，例如評鑑型、求職型等，但是呈現教師教學過程與表

現，以提升教學效能，則是共有的目的。 

2.完整的脈絡：檔案的資料，是依據其目的與結構，蒐集能代表真實教學

情境的資料，藉以呈現教學完整的脈絡。 

3.反省的歷程：檔案形成的過程，是教師自我檢視、反省與修正的過程，

這一個過程是教學檔案重要的本質﹙wolf,1996﹚，倘若教學檔案缺少

了教師的反省，將使檔案失去原有的價值，成為堆置的文件。因此，

教師的反省成為良好的教學檔案必要的條件。 

4.合作的對話：檔案是同儕教師合作互動進行專業對話的結果，此一對話

的歷程，係以檔案的內容為基礎，藉由同儕間以各種角度來檢視教學檔

案所呈現的意義，發現教學真實的脈絡，並分享教學經驗，擬定改進策

略，提升教學品質。 

5.多樣化的內容：教學檔案係為結構性的檔案，但是內容的來源卻是多樣

性的。例如在「描述自我」這一個結構下，教師可以呈現自傳、圖片、札

記等來說明自己的背景以及教學理念。換言之，教學檔案的結構性是檔案

發展的方向，避免檔案流於龐雜，無法達成目的；而檔案內容的多樣性是

教師主體的抉擇，可以呈現教師思考的脈絡與軌跡。 

 因此，從檔案的特性進行研究，對於瞭解檔案的目的、精神與特性，

有其提綱挈領的重要價值。 

二、教學檔案管理之建置歷程研究取向 

James 與 Sheryl﹙1996﹚指出，教師準備建立教學檔案時，需要先

瞭解教學檔案基本的前提和假定。 

James & Sheryl（1996）認為教學檔案組織的原則：﹙1﹚確立檔案

的目的；﹙2﹚反省思考良好教學的證據；﹙3﹚運用同儕良師益友；﹙4﹚

避免僵化的格式或內容。他們並提出建立良好的教學檔案，可以從下列五

個「I」開始：簡介（introduction）：重點為完整的描述教師、學生、

學校情境等等相關的內容，並將焦點聚集在反應出這些內容對教師所發生

的影響。1.影響（influence）：重點在於教師的班級環境、教材和常規

處理的方法，以及如何影響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2.教學

（instruction）：包含活動計畫、教材內容、實際教學的錄影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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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別化（individualization）：內容強調反省檔案中呈現的脈絡，是

否符合教師個人成長的目的？哪些地方需要提升？教學的行為是否滿足

學生個人的需求等等，這些教師個人建立檔案時最關切的問題。4.整合

（integration）：在反省後，教師進行檔案的整合活動，目標在檢核檔

案中的教師發現、定義良好的教學，並能檢討缺失，進而提出改進計畫。 

Pelletier(1994)提出了四個教學檔案發展的歷程：(1)說明教學理

念，以及這些理念在班級中實施的案例；(2)教師反省並列出自己的優缺

點；(3)根據這些優缺點提出專業發展的計畫。在這四個過程中都包含了

圖片、錄音帶或錄影帶以及各種有關教師專業成長的文件資料。 

張德銳等（2004）建置臺北市發展性教學檔案為六大部分：認識自己

與認識環境、課程設計與實施、班級經營、教學觀察與回饋、學習評量計

畫與執行、專業成長與省思，透過工作坊、同儕互動，逐步完成專業的檔

案建置與專業發展。 

歸納前述，建置教學檔案為以下十步驟： 

1. 確立建置教學檔案的目的 

2. 發展檔案的架構 

3. 分析檔案的內容 

4. 蒐集教學過程中的實際資料 

5. 將資料整理、組織並加註說明（例如：選擇本份文件的原因） 

6. 定期省思資料呈現的意義(可與同儕教師、輔導專家對話討論) 

7. 教師就各項文件檔案寫思省、評語 ，並經常翻閱 

8. 利用機會進行檔案分享、專業對話 

9.互動回饋及分享說明 

10.修正教學檔案，並應用至下依次檔案的建置 

（重新循環至 1，成為一個教師專業發展的迴路） 

 

三、教學檔案管理之運用研究取向 

教學檔案基於尊重教師為專業發展的主體、強調建構主體性的自覺省

思與對話、落實終身學習的理念與特性，其被重視的程度更佳普遍。教學

檔案運用 (teaching portfolios) 指教師完成一個時段的學習之後，有

系統地蒐集其在特定學習領域中所完成的各項作業、報告、文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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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記錄等，並加以組織整理，做為其完成學習任務的憑證，並可提供

成績評量的依據。因為教學檔案是由教師長時間有系統搜集與彙整而成的

結構性檔案，且這份檔案包括教師個人教學成果與記錄，透過自我省思和

師生合作，呈現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與教學的成果。教師可依據檔案中的

具體憑證，對教師的知識、教學技巧與特質進行評量。教學歷程檔案應具

備下列特質: 

1. 目標明確：教學歷程檔案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與導引，依據目標

搜集呈現檔案資料、訂定自我成長自標及改進缺失，而評量者也能根據目

標對教師進行評量。 

2. 具系統與結構性：教師擁有全部自主權決定資料的內容與格式，

結構化檔案具有三項優點：(1)教師不需花費太多的心力準備檔案資料的

搜集，(2)檔案設計者可以確定檔案內的資料涵蓋教學中所有的重要特

質，(3)評量者可以根據相同的標準對檔案進行評量。 

3. 長時間搜集資料：教學歷程檔案的特色之一便是檔案中的資料是

經由教師長時間搜集而彙整出的一份檔案，可完整地呈現出教師長時間成

長的過程，它也是一份過程與結果的檔案，教師能據此瞭解自己成長的歷

程，找出優缺點並加以改進；評量者也能據此進行過程與結果的評量。 

4. 資料記錄成長過程與改變：教學歷程檔案中的資料必須真實反映

教學歷程，因此它應包含正面與負面的教學記錄。可包括一份教學順利與

教學出錯的教學大網、最佳與最差的學生作品等。教師可透過自我省思，

分析這些作品好與不好的原因並說明改進的方法。 

5. 資料多樣性:為呈現教學的整體性，歷程檔案資料必須具有多樣

性。它除了反映教師在不同教學特質 (例如:教學準備、教學技巧、教室

管理、教學評五) 的表現外，也反映他們在不同情境下 (如:不同學科、

年級及不同背景的學生等) 的教學表現。資料形式可包括教師的教學大

綱、省思札記、學生作品、實習輔導教師的觀察記錄、學生背素簡介、偏

差行為學生的輔導記錄等。 

6. 來源多重性：歷程檔案資料的來源具多重性。教師本身、家長、

學生、校長、主任、組長等均是歷程檔案的取得來源。 

7. 省思與實踐性：省思可說是擋案評量中最強而有力的一項特質，

它通常以省思札記的方式呈現。長時間審視個人成長歷程，可以提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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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我學習、自我評鑑的機會。教師可藉此瞭解自己的現況、進展與不

足，並設定下一步的成長目標。唯有在不斷省思、審視與實踐的過程中，

教學歷程檔案才能達到協助教師自我成長的目的。 

8. 溝通與合作：教學歷程檔案的建議，必須透過與學生、教師、家

長、學校有關人員的溝通與協助，方能獲取最大的效益。例如:設定目標

與成長計畫透過相互討論，分享經驗與提出建議。 

陳惠萍（1999）依照不同的目的將教學檔案區分為三種使用模式，各

有其適用時機、優點及限制，教學檔案適用的時機應不只於以上三個模

式，將檔案作為教師自我提昇的「專家檔案夾」，更能展現教師追求自我

發展及價值的內在驅力。詳見表 2-5。 

 
表 2─5  教學檔案的三種模式 

 學習模式 評鑑模式 就業模式 

目的 提升教師反省及對自

己教學歷程的認知， 

協助其成長 

向教育組織提出有關

教師效能的資訊 

提出有關教師適合職

位的資訊 

讀者 教師 教育組織/大眾 可能的雇主 

結構 教開放式， 

教師自己決定師 

高結構化 

具標準的 

半結構式的 

內容 多樣的工作內容，由教

師選擇作品和記錄自

我選擇的目的 

明確的分類及選擇教

師的工作內容及記

錄，如同標準化的評鑑

如：履歷表、代表教師

的作品和記錄 

歷程 教師選擇自己的目標 

並建立檔案，教師自我

評估或與同儕、指導者

共同評估 

教師依據標準來建立

檔案，並根據內容來引

導教學 

教師依據規定製作其

檔案，以示和工作的需

要，而未來的雇主依學

校或學區的需要、標準

來評估教師 

優點 由教師主導並具有彈

性，提供不具威脅性的

方式來分析個人的實

際教學 

對教師的潛能提供有

效的、可信任的評鑑方

式 

宣傳教師的特質，並提

供與實際教學、教學觀

點相關的資訊給雇主 

限制 具個殊性，可能無法與

專業標準相連結，較無

法提供教師實際教學

的全貌。 

教師自主性較少，且花

費較多時間來建構 

只能看到教師的優點

及發展性，易流於表

面，缺乏實質內涵 

資料來源：＂教學檔案在教師專業發展上的應用＂，陳惠萍，1999，載於中華民國師範教學會主
編，師資培育與教學科技。臺北：台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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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檔案管理之評量研究取向 

雖然有學者認為教學檔案僅能為作一種反省、對話和專業成長的工

具，而不是一種評量系統（李順詮，民90），但是許多教師評鑑方案之中

早已運用教學檔案。Knapper & Wright（2001）指出教學檔案在教師評鑑

上的使用可以追溯至1970年代的加拿大的大學教師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CAUT）。在美國一些全國性的教

師培育方案已經廣泛地採用教學檔案，作為教師認證的依據。例如「為美

國而教計畫」（The Teach For America Program, TFA）、國家專業教學

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州際新教師評量與支持聯盟（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TASC）等各自發展出檔案評量系統供教師執

照考試之用（INTASC, n.d.；NBPTS , n.d.；TFA, n.d.）。而在美國地

方學區方面的例子則是多不勝數（Shulman, 1998；Tucker, Stronge, and 

Gareis, 2002）。另外在澳洲的國家專業發展方案（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亦是透過建構教學檔案的方式，提昇當地教師的水

準（李順詮，民90）。教學歷程檔案評量是一種專業判斷的工作，必須根

據明確評量標準。美國全國教學標準專業學會研發五項標準：1.對學生及

教學的投入；2.精熟教材內容並懂得如何教學；3.監督和掌控學生的學習

情形；4.能從實務中學習和反省。 

教學歷程檔案計分的方式一般有「通過/不通過」、「接受/不接受」、

「總分」、「評定量表」等方式，其中又以評定量表最受歡迎。評定量表

通常又分為「分析式計分(Analytic Scoring）與「整體式計分 (Holistic 

Scoring）兩種。 

「分析式計分」是就每一向度、層面或指標進行評量，並得到一個分

數；它的好處是能診斷與評量實習教師的長處與弱點，但它的缺點是計分

速度慢。改良式的「分析式計分」是將每一向度或層面的分數加總，得到

「教學歷程檔案」的評量總分。 

「整體式計分」是就教學歷程檔案的整體表現進行評量，得到一個單

一的整體分數；它的優點是計分速度快，適合大規模的評量；但它的缺點

是無法就各項特質或層面診斷實習教師的長處與弱點。改良式的「整體式

計分」是將一些層面或標準納入計分的考量內，但仍然只是一個整體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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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計分的向度及計分方式後，評量者還必須決定評量的層次。評量

的層次大底可分為「整體資料評量」、「層面資料評量」、「每筆資料評

量」等三種，指導教師可以自行決定要採用那一個層次。 

 

五、教學檔案管理之關鍵因素研究取向 

蔡清華、張麗麗、林能傑(1995)指出教學檔案的目的包括：1.提升教

師教學成長；2.提升學生學習成果；3.做為人事決定的依據；4.促使師資

培育機構與教師負起績效責任，因此，建置檔案的關鍵必須掌握以上因

素。陳惠萍﹙1999﹚認為教學檔案應依專業性的內容標準及個人發展目標

來建構，其中包含了教師及學生的作品。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是來描繪出

教師教學的實際風貌，並可視為同僚與視導者之間的專業對話，其讓我們

能連結實際的教學成就與反省，瞭解教學的表層及實質，並檢視及形塑教

師的思考及行動的決定。鄭宇樑﹙2000﹚認為教學檔案是在一段時間及不

同脈絡中，對可表現教師成就的極佳工作證據做結構化的蒐集，啟發教師

的教學見識與特性。教學檔案管理的關鍵因素可以有效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歸納教學檔案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研究取向如下所述（張德

銳，2003；；薛瑞君，2001 鄭宇樑，2000）： 

1.教師自我成長的關鍵因素 

（1）教師缺乏反省能力 

Murray(1997)指出教師普遍缺乏專業成長的動力，尤其無法對於自己

的教學進行批判、反省與再建構，阻礙了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能性。教師

可能缺乏教學檔案歷程中所強調的反省能力，致使教學檔案成為堆積教

師的教學文件。這是較為普遍的問題。 

（2）同儕合作難以形成 

吳和堂﹙民 88﹚指出我國教師較缺乏合作的習慣，彼此進行專業互

動機會較少。因此，教師可能欠缺同儕合作與專業對話的能力與態度，

影響教學檔案的效果。因此，教師分享文化及學習型組織是為推展教學

檔案的配套措施。 

2. 教學檔案實際的關鍵因素 

Peterson 指出，教學檔案運用於教師評量時，有以下的限制： 

(1)個人檔案之間是開放的性質，進行教師間教學品質的比較頗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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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送來的教學檔案數量龐大，難以建檔管理詳加評鑑； 

(3)檔案是教學者自己所選擇的，難免缺乏評鑑者想要瞭解的教學資料或

觀點；(4)部份傑出教師教學品質可能無法在教學檔案中表現出來；(5)

有些教師教學檔案非常精美，但是實際教學表現並不見得好。這些實際

的困境，有時無法事先預期，影響教學檔案實施的效果。 

3、時間與觀念的的關鍵因素 

    建置檔案需要長時間的架構、內省與修正，在教育改革急促的腳步

下，時間的壓縮與「等待觀望」、「一致性」心態，經常是造成教學檔案成

為「資料夾」或「作業簿」的問題。 

4、學校教學推展的關鍵因素 

陳惠萍﹙1999﹚指出建立教學檔案對教師而言，耗時耗力，形成工作

的負擔，因此，學校在推展教學檔案時需要注意下列措施： 

(1)明確的目標使製作者能遵循； 

(2)建置前能初步瞭解確實的相關的概念； 

(3)在建置過程應有研討的機會，以提供疑惑的解答以及相互的觀摩； 

(4)在檔案建置完成後的研討能檢視其優劣，作為下一次的參酌； 

(5)具有充分的時間； 

(6)請有經驗的教師指導； 

(7)學校成立團隊，以合作方式發展，減少心理的抗拒。 

 

六、教學檔案管理之網路歷程研究取向 

陳得利(2002)在「網路化歷程檔案系統之設計與實作」研究，為了改

善傳統評量的缺失，有愈來愈多的研究提出了新式的評量方法，其中又以

歷程檔案評量最受重視；歷程檔案評量的目的在於真實呈現學生的學習成

果，以方便老師檢視其教學成效。然而歷程檔案評量在實施的過程中卻面

臨到三大限制，其中費時、費力及所費不貲的問題，是目前實施歷程檔案

評量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此外，線上學習風氣之盛行，因此線上學習平

台與歷程檔案評量系統之結合必定成為未來之趨勢，所以本研究就針對減

輕學習者與教學者負擔，探討歷程檔案評量所需之功能，並在中山網路大

學平台上，建置一套完善的歷程檔案評量系統，以降低實施歷程檔案評量

所遭邁到的困難。而根據研究之結果，該系統的確能夠降低學習者製作歷

程檔案所花費的時間與力氣，也能夠有效率的幫助教學者檢視學習者的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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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檔案。提出歷程檔案評量系統之功能架構圖，詳如圖 2-18 所示。並以

實作的網路化歷程檔案評量系統共包含下列功能：收錄文章功能、搜尋文

章功能、同儕互評功能(包含：同儕互評、分組互評及組內互評)、網路化

檔案總管功能、設定歷程檔案功能及瀏覽歷程檔案功能等六項功能。 

 

 

 

 

 

 

 

 

 

 

 

 

 

 

 

 

 

 

 

 

圖 2-18 歷程檔案評量系統之功能架構圖 
資料來源：網路化歷程檔案系統之設計與實作，陳得利，2002，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研究

所未出版碩士論文，高雄市。 

 

 

伍、教學檔案管理的相關研究 

有關教學檔案管理的相關研究觀點大致分為：從檔案的結構與內容關

係著教學檔案能否達成預期的成效﹙Wolf,1996﹚。有些學者認為檔案的內

容應該沒有任何預設立場，而是由教師依據當時情境來考量哪些資料應該

被放入檔案中﹙Senne & Rikard，2002﹚。對於以教師人背景變項、學校

背景變項進行研究者並不多。 

本研究探討教學檔案的相關研究，乃從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資料庫

中，研究者以「不限欄位」查詢「教學檔案」一詞以「教師」及「教學檔

討論版 作業與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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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檔案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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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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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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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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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關鍵字查詢，就時間而言，以公元 2000 年至 2004 年之「教師知識

管理」主題，以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之最近的十二個研究進行分析，並採

用「背景變項與教師教學檔案管理研究」及「教育議題與教學檔案管理研

究」兩個向度來加以探討： 

 

一、背景變項與教學檔案管理的研究 

溫其純(2000)針對師院教授的進行訪談調查研究，以瞭解目前師院的

教學現況、師院教授們的教學理念、以及對於教學檔案種種議題的討論，

藉以深入瞭解教授發展教學檔案的問題。 

顏嘉璘(2003)針對台南、高雄縣市國小英語教師 560 人，進行問卷調

查之研究發現：1.女性國小英語教師對於作為「知識獲取」與「知識分享」

層面行動途徑之可行性持較肯定的看法。2.一般大學英語相關系所畢業教

師及教學年資未滿一年之教師對於「知識創新」層面行動途徑之可行性持

較肯定的看法。 

蔡雅玲(2003)針對 60 位國小初任教師，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30 人，其

中，實驗組接受七個月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實作的指導，控制組則否之

研究發現：1.初任教師在製作發展性教學檔案的過程中，最常遭遇到的問

題有時間的不足、檔案表格工具的不熟悉、難以選取特定班級分析學生及

選取課程設計主題的不易等困擾。2.其因應策略為將建立檔案的時間拉

長，及輔導老師的協助來加以解決，藉由輔導教師一歨一歨對工具的實

作，有助於初任教師對檔案表格工具的理解與應用。 

梁一成(2003)針對快樂國小九十一學年度推動教師教學檔案評鑑為

主體之研究發現：教學檔案成效與教師的年齡、任教年級有一定的相關。 

房柏成(2003)針對一個學習型教師團隊，藉由訪談、參與觀察、文件

分析等方式，進行建立「教學檔案」經驗的分享，期能促進教師自我的專

業成長及提昇教學品質之研究發現：1.透過學習型教師團隊建立教學檔案

可以減少個人負擔和壓力，澄清教學想法與價值，激發教師教學創意，進

而建構新的教學觀。2.學習型教師團隊可以促進教師自我反察、批判的能

力，釐清個人建立教學檔案目的，重新詮釋教學檔案的真義，提昇檔案品

質。3.學習型教師團隊是基於平等、尊重、和諧的夥伴關係，促進個人專

業能力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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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月梅(2004)針對以臺北市天空幼稚園一位資深公立幼稚園教師為

研究個案，蒐集資料的方式以檔案文件分析為主，再輔以教室觀察以及訪

談之研究發現：1.教學信念足以影響幼教師的專業走向。2.幼教師擁有統

整與個別尊重的教學知能。3.幼教師擁有連續與多元的評量能力。 

楊桂霞(2004)針對曾參與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的500位台北市國小

教師之研究發現：1.不同服務年資、最高學歷及職務之教師，建立教學檔

案的情況有顯著差異。2.不同性別及學校規模之教師，在教學檔案建立的

情況上沒有顯著差異。3.不同服務年資、職務之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的情

況有顯著差異。4.不同性別、最高學歷和及學校規模之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的情況沒有顯著差異。 

涂惠玉(2004)透過德懷術的實施，徵詢專家學者對各項教學檔案評鑑

規準的重要性、客觀性與可行性的意見之研究發現：建構出「國民小學教

師教學檔案評鑑規準」，包含「教學專業知能」、「班級經營與輔導」、「人

際互動與溝通」、「校務參與及服務熱忱」及「專業發展與進修」五個向度，

其下並有二十五個指標，五十五項教學檔案之事證，兼具重要性、客觀性

與可行性，適於用來做為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檔案的評鑑內容。 

許柏榮(2004)針對以中部四縣市 90 所公立國民小學的教師為研究對

象，總共發出 570 份問卷之研究發現：1.不同「性別」、「職務」、「瞭解程

度」及「學校規模」之教師對教學檔案功能之看法有差異。2.不同「性別」、

「職務」、「瞭解程度」及「學校規模」之教師在教學檔案功能各層面的看

法上也有差異。 

陳彩娥(2004)針對澎湖地區 41 所國小之教師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發

現：1.不同教學年資的國小教師對實施教學檔案的態度未達顯著差異，顯

示國小教師對於實施教學檔案的態度並不因教學年資的差別而有所不

同。2.有無實施教學檔案之國小教師對於實施教學檔案的態度有顯著差

異，而有實施過教學檔案的教師比未實施過教學檔案的教師，認為實施教

學檔案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及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成長。 

余媛宜(2004)針對參與教學檔案之實習教師之研究發現：1.在教學歷

程中，造成實習教師心理接受度轉變的主要因素是「自信」。實習教師的

心情，從初期「焦慮」、「不安」與「期待」，到後期「愉悅」的感受。對

同儕教師的接受度上，從教學初始之「被檢視」、「被偷窺」的不適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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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持續教學的動力」及協助「培養教師專業自主」等，說明同儕教師

以「良師兼益友」的伙伴關係。2.透過從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行為的改變

中發現，實習教師在「教學準備」、「課程規劃」、「班級經營」、「教學策略」、

「師生互動」、「教學評量」及關注的「學生反應」等項目上有明顯行為的

改變。 

吳坤山(2004)針對正濱國中為例之研究發現：各分享策略對於教學檔

案之「教學成效」、「專業知能分享」、「資訊科技之運用」、「親師、師生之

互動」、「教學省思」等不同效能的影響程度，有相當明顯的落差及分享策

略對於各學習領域教師造成的差異影響，達到了顯著水準。 

綜合上述，教學檔案管理之相關研究部分聚焦於特定研究對象的特

質，如實習教師、初任教師、幼稚園教師、英語教師，部分偏向檔案建製

歷程的探討或內容的分析，對於以問卷調查進行的研究，相對而言較少。

研究者將四篇以問卷調查進行的研究進行統計，不同背景變項在教學檔案

管理的差異顯著情形，其差異統計的次數最高為「擔任職務」，其次是性

別、年齡、教師服務年資、最高學歷及學校規模。詳如表 2-6 。 

 

表 2-6 教學檔案相關研究背景變項是否達顯著差異統計表 

變項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性別 年齡 

擔任 
職務 

服務 
年資 

最高 
學歷 

學校 
規模 

學校 
地區 

創校 
歷史 

梁一成（2003）  國小教師  ○ ○      

楊桂霞（2004）  國小教師   ○ ○ ○    

許柏榮（2004）  國小教師 ○  ○   ○   

陳彩娥（2004）  國小教師         

說明：  「○」代表達顯著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教育議題與教學檔案管理的研究 

溫其純（2000）以「探討師資培育者建構教學檔案的可行性」為主題，

研究發現：教授發展教學檔案的意義以及功能，並呈現張老師的教學現場

對發展教學檔案的啟示及評估師院教授發展教學檔案的可行性。 

顏嘉璘(2003)以「知識管理在國小英語科教學檔案應用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1.國小英語教師認為知識管理應用於國小英語科教學檔案

之行動途徑屬於「可行」的範圍，且以「知識獲取」層面之行動途徑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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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佳。2.透過電腦網路系統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

時，進行知識獲取、知識儲存與知識分享的重要行動途徑。3.參加研習會、

教學研究會、教學成長團體及教學檔案觀摩等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

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獲取與知識分享的重要行動途徑。4.教材編

擬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進行知識儲存的英語教學檔案重要項目

之一。5.因應教學活動所需及自我專業成長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

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應用的重要行動途徑。6.教學反省是國小英語

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創新的重要行動途徑。 

蔡雅玲(2003)以「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檔案對教學省思影響之研究」為

主題，研究發現：1.臺北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現況，在「教學省

思的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內容」及「教學省思的條件」

均屬中高程度。2.經過近一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的實施，實驗組

在「教學省思的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及「教學省思的條件」等面向，

比控制組有顯著進步。3.經過訪談結果也發現，初任教師經過近一年發展

性教學檔案研習與實作後，在「教學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面向｣、「教

學省思的條件｣與「增進學習的動力｣方面都有正向的影響。 

梁一成(2003)以「教師評鑑之研究--以快樂國小教師教學檔案為例」

為主題，研究發現：1.教師教學檔案評鑑是具體可行，但須有相關的配套

措施。2.教學檔案評鑑是一種適合教師的評鑑方式。3.教學檔案內容的蒐

集應由教師自我發揮。4.教學檔案評鑑落實提昇教師專業素質。 

房柏成(2003)：以「國小學習型教師團隊建立教學檔案經驗之研究」

為主題，研究發現：1.教學檔案可以真實紀錄教學脈絡，促進教師教學能

力的成長，縮短理論與實踐的差異，提供教師日後教學參考。2.教學檔案

可以提昇教學專業素養，改變教師的態度和信念。3.透過學習型教師團隊

的運作，在分享建立教學檔案經驗之後，教師將個人在教學技巧或知識上

的成長和收穫，轉化為教學實踐。 

許月梅(2004)以「幼稚園教師教學專業指標之研究 --教學檔案建構

取向」為主題，研究發現：1.教學省思促進幼教師專業剖析與修正的能力。

2.幼稚園的班級經營首重良好的雙師互動。3.勇於承擔責任是幼教師專業

的最佳展現。 

楊桂霞(2004)：以「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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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的情況呈

現中等程度。2.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後，教學專業成長的現況呈

現中高程度。3.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長間達顯著正

相關。4.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程度愈高的教師其教學專業成長情況也愈

好。5.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具預測力；各預

測變項中，以「專業成長與省思」最具預測力。 

涂惠玉(2004)以「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檔案評鑑規準之建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五十五項教學檔案之事證，適於用來做為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檔案的評鑑內容，針對教師專業內涵的五個向度在教師評鑑中所應佔的

比重由高至低依序為「教學專業知能」30%、「班級經營與輔導」25%、「專

業發展與進修」20%、「人際互動與溝通」15%及「校務參與及服務熱忱」

10%，可供評鑑時參酌採用之。 

許柏榮(2004)以「國小教師教學檔案實施現況及其功能之調查研究」

為主題，研究發現：1.目前國小教師有建立教學檔案者，佔 75.8 %。2.

國小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時間以五學期以上者最多，依序分別為二學期、

四學期、三學期和一學期，而未滿一學期者最少。合計已建立三學期以上

的人數比例，佔 62.7 %。3.教師建立教學檔案的主要原因前三項分別為「支

援教學」、「自我專業成長」與「協助學生學習」。4.教師認為教學檔案的

優點，前三項分別為「有助於教學後的省思與改進」、「可展現教師的教學

成果與成就」與「有助於教學前的計畫與準備」。5.教師認為在建立教學

檔案的過程中，發現到的問題與困難，最主要的前三項分別為「檔案的內

容及項目繁多，建置費時費力」、「教學中的重要歷程難以即時紀錄」與「檔

案的內容難以涵蓋教師所有的工作表現」。 

陳彩娥(2004)以「澎湖縣國小教學檔案實施現況暨教師態度之調查研

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有無實施教學檔案之國小教師對於實施教學檔

案的態度有顯著差異，而有實施過教學檔案的教師比未實施過教學檔案的

教師，認為實施教學檔案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及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成

長。2.教師在實施教學檔案時所遭遇主要的困難為：(1)製作時間上不夠

充裕；(2)建構教學檔案的專業知能不足；(3)行政工作過於繁重；(4)缺

乏基本的檔案模式可供依循；(5)自我檢核困難；(6)檔案評鑑標準不明確

等。3.國小教師在實施教學檔案時最需要的協助為：(1)辦理教學檔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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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2)減少行政工作負擔；(3)辦理優良教學檔案觀摩會；(4)建置

教學檔案資源網站；(5)教師團隊合作的模式等。 

余媛宜(2004)以「教學檔案對國小實習教師在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學專

業成長之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1.在實施教學檔案的限制中發現，實

習教師的心理及專業上皆缺乏自信，在協調教師共同時間也較為困難。2.

對教師成長助益而言，可藉由觀察工具、同儕合作、專業對話中瞭解自己

的教學能力、班級經營、教學策略及教學技巧等發展，並藉由專業省思深

層思索教學及自身的優缺點及反省修正內在的思維。 

吳坤山(2004)以「以知識分享策略推動國民中學教學檔案之行動研

究」為主題，研究發現：透過行動研究，能選擇與修正校內知識分享的策

略，以漸進的方式使教師能真正體會分享的價值與樂本研究經由文獻探

討、設計知識分享的策略模組、兩次行動的實施、問卷調查、訪談等階段，

並彙整及統計分析相關資料，根據其研究結果顯示，本校現階段所推動之

分享策略，包括讀書會、同儕教練、知識加油站、學習領域小組、實務社

群網站等，對教學檔案效能的提升，已有初步成效。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教學檔案管理現況屬中等或中上程度，各研究結果頗為相近，但量

化研究不多。 

（二）教學檔案管理研究之相關議題，或聚焦於教學檔案的可行性、向度

規準的建立、建製歷程的分析，或聚焦於教學檔案與教師專業發

展、學習型教師團隊之關係，或以特定對象（如師院教授、英語教

師、實習教師、初任教師、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師、幼稚園教師）之

研究。 

（三）實施教學檔案管理具可行性，但須有配套措施。 

（四）教學檔案管理管理對促進教師專業、教師省思、知識管理、改善教

學、支援學習、學習型團隊，有正向影響。 

（五）研習與實做教學檔案的經驗對教師專業發展有正向影響，教師建立

發展性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長間達顯著正相關。 

（六）國小教師建立發展性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具預測力；各預

測變項中，以「專業成長與省思」最具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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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專業發展的理論與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逐漸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乃源於 1966 年聯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於法國巴黎召開的「教師地位之政

府間特別會議」中，決議採納的「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認為「教學應

被視為專業（Teach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ofession）」，強調教

師的專業性質，從此以後，將教師視為一種專業逐漸得到多數人的認同（周

崇儒，1997）。 

專業工作要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專業社群本身需要有共識，保證專業

的基本執業水準，淘汰不適任的執業者，讓外界對教師工作有一定的信

心，也肯認教師是專業人員。準此，教師專業發展指標的建立將有助於教

學專業與教師地位的提升。 

饒見維（2000）指出傳統的「進修研習觀」雖然同樣強調教師在職階

段的專業發展，但是在意義上與方法上都過分狹窄，多以「學者專家導向」

的演講方式進行，侷限了教師專業發展的實務效能與可行方案。進修或研

習是不夠的，教師更需要的是學習如何把想法轉化為行動，然後逐漸在行

動的過程中學會如何檢討改進自己的行動； 教師最需要學習如何主動研

究問題、解決問題、改善問題。 這才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真諦。 

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潘慧玲(2004)指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所需

具備的專業能力，涉及與教學有關的認知、技能及情意，透過這些能力的

作用，從而勝任此項教學工作，以展現教師的專業水準。 

以下，本節將從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與

功能、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分析及教師專業發

展的研究分析等五方面來加以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建構的依據。 

 

 
壹、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 

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及內涵，在教學研究發展累積許多專業的見解，

教師專業研究學者們根據其研究成果建構許多重要的觀點。以下分別從專

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兩方面加以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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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 

（一）專業發展的定義 

「不發展，就凋零」這是來自世界頂尖企業領導人的經驗，他們認為

在不同行業的不同人士中，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相信「世界上沒有成熟的

行業，並且依此採取行動」（季晶晶譯，2000）。由此可見，縱然擁有「專

業」，仍需不斷的「發展」，個人徒有「專業」，若未能持續發展，其專業

將會隨知識的日新月益，而面臨淘汰；行業如果不知精進，故步自封，亦

會消逝於偌大的天地間。所以「專業」需加上「發展」，才能讓個人或各

行各業走出自我、迎向未來。 

專業（profession）的英文字源自拉丁文，pro-贊同「意味」， fessuon

意味「前進」，意指「繼續不斷、on-going 終身學習」、孜孜不倦、日有精

進，才能生生不息（戴維揚，2004）。 

賈馥茗（1984）指出：專業是指從業者具有卓越的知識和能力。專業

一方面指的是精湛的知識、卓越的能力，一方面是指服務與奉獻。楊國賜

（1994）、陳奎憙（1998）均認為「專業發展」一詞係指具備高度的專門

知能以及其他特性，而有別於只按照例規而無須高度學理及特殊訓練的

「職業（occupation）」或「行業（trade）」而言。傅木龍（1998）認為

專業是指具有專門的學識能力，能獨立執行職務，並具有犧牲奉獻、服務

精神的行業。醫師、律師、工程師一般人均將之視為典型的專業人員，對

於所言、所行多予以肯定；社會學者 Etzioni 等人，將教師、護士和社會

工作者，歸類為「半專業（semi-profession）」人員，意味著這三種人員

的專業性不如。前者之工作的性質，尚未達到「完全專業（full-profession）」

的水準（陳奎憙，1998），此乃值得身為教師的我們省思的所在。 

Cervero(1985)綜合各家對專業發展定義看法，提出三個角度來說明

專業的發展取向：（一）靜態的角度（static approach）；（二）歷程的角

度（process approach）；（三）社經的角度（socio-economic approach）。

他專業可以透過某些標準化與客觀化的條件或歸準來加以界定，它不是以

全有或全無的方式存在（All or nothing at all），與特殊的國家環境、

文化背景和歷史脈絡息息相關，是一種「民俗觀念（folk concept）」或

人種誌取向的概念。強調對社會服務的重要性，並主張專業必須具有制度

化的權威與特性，以尋求社會的認可、信賴與支持（孫國華，1997）、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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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儀（1999）、鄭長河（2000）等研究者更明確的指出：專業應是指：將

職前階段經過長期的訓練將所獲得的專門知識和能力發揮於工作生涯

中，加上不斷的學習進修與研究，結合相同領域的成員、發展共同的價值

觀與信念、組成專業的組織團體，以服務社會、尋求社會的肯定與認可。 

綜合前述所言，研究者將專業發展定義為：個體於職前階段經過長期

的專門訓練，以具備有專門的學識與能力、精神、適度的自主權利、制度

化的權威與特性，服務奉獻於工作，並能不斷研究進修、遵守職業倫理道

德的規範，選擇組成份子組成自治團體，以尋求社會的認可、信賴與支持

的職業或行業。 

（二）專業發展的內涵： 

針對專業發展內涵分析，各學者因其研究的背景與角度不同，看法亦

有差異： 

周崇儒（1997）則認為專業應具備專門的學識能力、服務奉獻的精神、

高度的自主權及職業倫理道德的規範。 

Hall（1983）指出專業的內涵有兩個層面：一是結構層面，包括一種

專任的行為、訓練學校、組成專業組織、訂有倫理規範等；二是態度層面，

包括以專業團體為主要參照點、服務大眾的信念、自律的信念、獻身事業、

從事專業決定的自主權等。 

Duke（1990）更明確的將專業發展的內涵定位於：為個人設計的、重

獨特及專精技能的培養、焦點在個別差異、為個人判斷所引導、能增加對

個人的瞭解者。 

綜合前述所言，「專業發展」內涵偏重於自我的層面，廣義的說，以

應該包括職前及在職的發展，就內容而言，不僅指專業知識及技能的獲

得，還涵蘊反省的專業文化。 

二、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與內涵 

對於教師發展、專業發展等概念的定義與內涵，學者的看法不盡相同，

因此，以下列舉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定義與內涵的看法： 

（一）教師專業發展之定義 

Allen 與 Pucel(1979）提出教師發展為：教師發展乃指學校為成員

提供課程或有計畫的活動，其目的在改進教育組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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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us(1983）提出其認為教師專業發展乃指：學區或學校為教師的發

展與更新，所實施的一切活動。 

Williams（1985）認為教師專業發展包括職前引導及在職的發展，兩

者目的皆是著眼於教師教學能力的提升，因此專業發展應是增進教師才

能，拓展其興趣，改進其教學能力，特別是促進教室中教學專業的角色，

及個人發展的活動。其內涵聚焦於教師才能、教學興趣、專業角色、個人

發展。 

Tindill 與 Coplin(1989）提出：教師發展乃指全體教師共同參與的

發展歷程，此歷程中目的、目標一致，主題以及實現主題的活動也相同。

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獨自充實專業自我的歷程，包括由專業協會、專業

發展協會、當地或外地教師協會，在放學後、週末或晚上所提供的研習，

另外也包括至大學修讀有關課程及教學的盡修，這些活動不一定會在教師

教學時顯現出立即的效果，但是其專業發展與發展的活動，都是由教師自

我選擇的。 

Duke（1990）認為：專業發展不僅指事實知識的獲得，認為：專業發

展不僅指事實知識的獲得，更重要的它是一種動態的學習歷程，在其中能

對新的事物有所瞭解或熟悉，此外還能增進教育工作環境的瞭解，更重要

的它是一種動態的學習歷程，在其中能對新的事物有所瞭解或熟悉，此外

還能增進教育工作環境的瞭解，透過此種瞭解來對習以為常的措施加以反

省。 

Harris(1995）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指學校為成員提供課程或有計畫

的活動，使教師在教師個人在知識、技能方面有不斷的更新、改善、擴展

的行動，以改進教育組織的發展。 

黃昆輝（1979）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基於教學的需要，在專業

知能、品德修養獲得發展的機會。 

吳明清（1980）則是從兼顧職務的發展及個人的發展兩方面來看，一

是經由主任到校長可視為一種專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老師仍然是老

師，但是無論是在教學方法、專業知識、對學生的態度與方法，都要有所

改進。 

李俊湖（1992）指出專業發展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參加由政府、

學校機關所舉辦的教育性的進修活動或自行主動參與各種非正式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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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其引導自我的反省與瞭解，及增進教學的知識、技能及態度。 

蔡碧璉（1993）認為專業發展是教師在其教學生涯中，不斷的追求個

人專業知能、技巧與態度等進步與發展的努力及意願，涵蓋正式和非正式

的各種能達成其積極發展的各種活動。 

饒見維 (1996)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應將「教師即學習者」、「教師即研

究者」的觀念，視教師為可以持續發展的個體。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專業生涯中，為提升自己的專業知

識、能力、態度、技能和素養，主動積極參與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進修

等活動，以使自己在教學知能、學生輔導、專業態度等方面更為提升。從

教師效能形塑良師典範的師道精神提供了專業教學的新定義，對於教學專

業，將有其正面之提升作用。 

 

(二)教師專業發展之內涵 

黃昆輝（1979）認為所謂的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包括專業知能、品德

修養方面，能獲得增長的機會。 

張德銳（1992）強調教師專業知識與技能應包括三個領域：1.任教科

目的專門知識與技術；2.教學方法的專業知識與技巧：包括有教學計畫的

能力；使用多種教學技術的能力；教學組織和發展的能力；口頭溝通的能

力；書面溝通的能力。3.班級經營的能力：有效能的教師能夠制訂和執行

教室規則，激勵學生學習動機，並能專心上課善用獎懲技巧，以妥善處理

教室行為。 

高強華（1996）從參與活動的觀點指出，教師專業發展包括正式進修

管道、研討會、研習期間的人際交往及溝通、參加專業組織的活動、閱讀

期刊、寫作出版、參觀訪問、參與課程設計、教具製作、協同研究、向師

長請益及同儕活動。其認為教師專業發展可說是教師在教學工作歷程中，

主動積極、持續參加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以促使專業知識、專

業技能與專業態度的提昇與增進，期許個人的自我實現，進而促進組織發

展。 

周崇儒（1997）指出專業發展是指個人在知識、技能方面的一種更新、

改進與擴展的行動。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包括知識、技能與精神。 

李俊湖（1998）綜合學者 Marsick, Bell & Gilbert, Fullan 等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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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認為專業發展的特質其意涵屬於多面向，宜以個人、教學、學校發展

等多面向角度來檢視；其方式具有多元化，涵蓋個人或團體的活動，只要

能協助發展，均有其意義和價值；其內涵包括認知技能與情意改變，不僅

是知識技能的傳授，更含人際互動的影響。教師專業發展歸納包括以下四

個層面： 

（一）知識層面： 

1.通識知識：豐富的人文、科技、經濟、社會等素養。 

2.專業知識：教育與教學相關的知識。 

3.專門知識：豐富的學科知識。 

專業知識與專門知識合稱為「教學內容知識」。 

（二）技能層面：係指將專業知識及專門知識實際運用到教學情境，以解

決實務問題的能力。其包括： 

1.教學能力：包括口頭表達能力、書面溝通能力、教學計畫能力、

使用教學技術能力等各項與教學相關的能力。 

2.班級經營能力：即是指教室管理和紀律能力等。 

（三）情意層面：即是指基於對教育工作的認同與奉獻所產生的使命感，

包括了工作態度與職業倫理及專業精神等。 

（四）其他層面：包括了與學校他人或行政人員、家長社區的人際關係及

與學校行政配合的能力。 

劉月娥(2000）指出：「教師專業」必須符合「專業工作」與「教育專

業」的條件，依教育學術團體聯合年會通過之「教育人員信條」，在「專

業」方面共同信守的規定，其內涵包括以下四點： 

（一）確認教育是一種高尚榮譽的事業，在任何場所必須保持教育工作者

的尊嚴。 

（二）教育者應抱有高度工作熱忱，學不厭，教不倦，終身盡忠於教育事

業。 

（三）不斷的研究與進修，促進專業發展，以提高教學效果。 

（四）參加有關自身的專業團體，相互策勵，以促進教育事業之進步，並

改善教育人員之地位與權益。 

本研究綜合歸納前述學者的觀點，將教師專業發展定義為：教師在教

學生涯中，主動、積極和持續的參與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學習活動，以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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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進本身的專業知識、專業能力與專業精神的歷程。其內涵包括： 

（一）教師專業知識：包括教師具備豐富的教育專業知識、教學相關知識、

學科領域知識、教學內容知識、教育目標知識、教

育價值知識、課程與教學知能、心理與輔導知能、

班級經營與管理的知能。 

（二）教師專業能力：包括教師具備豐富的人文通識知識與素養、高度的

口頭表達能力、高度的書面溝通能力、高度的教學

計畫能力、高度的實用教學技術能力、高度的問題

解決能力、高度的教學研究能力、高度的團隊合作

能力。 

（三）教師專業精神：包括教師具有正確的教育信念、、高度的教學意願 

高度的教育熱忱、高度的教育責任感、高度的教育

承諾、認真敬業、精進研究、樂於不斷追求進步等。 

 

貳、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與功能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 

就教育專業而言，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在展現教育專業工作的特徵。

教育工作是一種需要長期專門訓練，具有提供獨特明確而重要之服務，強

調智慧的運用和專業的自主，其人員應負擔實際行動之責任，擁有自治組

織提供全面服務，並遵守相關倫理信條。專業工作的特徵則可歸納為：（一）

為公眾提供重要之服務；（二）系統明確的知識體系；（三）長期的專門訓

練；（四）適度的自主權利；（五）遵守倫理信條；（六）成立專業組織；（七）

選擇組成份子等七項（林清江，1981）；何福田與羅瑞玉(1992)歸納教師

專業研究的指標包括：專業知能、專業訓練、專業組織、專業倫理、專業

自主、專業服務和專業發展等七項。 

就教師專業而言，教師專業發展在持續教師的增能賦權，達成教師的

使命與任務。饒見維(1996)指出「教師專業發展」這個概念，基本上把教

師工作視為一種專業工作，而教師則是持續發展的個體，可以透過持續的

學習與探究歷程來提昇其專業水準與專業表現。易言之，一個人歷經職師

資培育階段，到在職教師階段，直到離開教職為止，在整個過程中都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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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學習與研究，不斷發展其專業內涵， 逐漸邁向專業圓熟的境界。「教

師專業發展」這個名詞隱含著對「教師」 的三個基本看法：教師即專業

人員、教師即發展中個體、教師即學習者與研究者。 其中，最重要的乃

是把教師視為「學習者與研究者」。 

就教師專業內容與歷程而言，教師專業發展在促進教師個人與學校組

織的質與量的轉變。在孫國華（1997）提出以內容結構和策略方法歷程分

析的觀點來看專業發展，亦認為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專業知能發展的指

標、在職訓練與「教師」進修的過程，雖然名詞的界定，因角度的不同而

有不同的看法，其指出「專業發展」的目的應是個體或組織，為了實現個

人或團體的理想與組織運作，透過有形、無形與正式、非正式的多元進修

管道，多面向的專業訓練，提昇個體或組織成員認知、技能與情意的整體

結構，增進其專業文化素養與能力、以促使其生涯學習過程「質」與「量」

的轉變與發展。 

李俊湖（1992）指出：「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growth）」一詞與

「在職進修（inservice education）」、「教師發展（staff or teacher 

development）」及「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等概念十

分相近。「在職進修」指能導致教師發展及教學改進的活動而言，並包括

所有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教師發展」則指教師在學校的主導之下，所

參與的各項發展活動，其著眼點在改進組織效能；「專業發展」重點則在

個人自我抉擇專業拓展的動態歷程。 

綜合沈翠蓮（1994）、馮莉雅（1997）、周崇儒（1997）、白穗儀（1999）

等研究者歸納的看法，發現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著重點可分為： 

（一）從個人與職務發展而言，它造成生涯學習過程「質」的變化； 

（二）從參與活動而言，它增進了專業發展活動的設計與參與； 

（三）從專業知識與技能改善的觀點而言，它促使專業知能的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在於：教師專業知識的增

加與優質化、教師專業能力的增強與多樣化、教師專業精神的持續與認同。 

 

參、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 

韓愈於「師說」開宗明義即提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96

教師如何能不但成為「經師」，又能成為「人師」，就要靠自己不斷的進修

與發展，方能提昇專業地位，受到他人的尊重，尤其教育政策的改變、教

師專業自主的形成及時代的變遷，再在顯示教師專業必須發展、與時並

進，方能適存於現代的社會。因此，以下本研究從教學專業能力指標模式、

學校組織多元分析模式、教學精進專業昇華模式、教師專業知能模式、教

學精進專業昇華模式等來探討教師專業發展。 

 

一、教學專業能力指標模式 

潘慧玲(2004)在「發展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能力指標之研究」中

指出：教學為一多樣態的複雜過程，涉及的因素很多，實在很難以單一指

標來描述或解釋教師教學表現的特性。 

教學專業能力指標的選擇，並非憑個人主觀的判斷，而是基於理論與

實務基礎所建構的。該研究中，建構教師專業能力指標系統所參照之理論

基礎有六項： 

（一）以教師效能論幫助吾人瞭解有效能教師在認知、情意與行為上的能

力表現。 

（二）以教師素質論指陳衡量教師素質的層面，提供探究教師教學專業能

力的不同視域。 

（三）以教學反思論側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不斷反思，提昇專業。 

（四）以彰權益能論強調教師在教學歷程中要力求權能的增長，亦即經由

學校事務的參與，增進能力，並藉由能力的增進，擴大學校參與的

深度與廣度。如此透過權與能的辯證發展，從個人的彰權益能，進

而促進學校社群的彰權益能。 

（五）以專業發展論重視教學即專業學習，教師效能之提昇，必需透過不

斷的專業發展。 

（六）以績效責任論在促使個人承擔教學表現之責任，此是學校組織之激

勵、更新與發展之重要機制。 

在九年一貫課程政策的背景下，該研究考量本土的教學脈絡，以教 

師效能論、教師素質論、教學反思論、彰權益能論、專業發展論及績效責

任論為理論基礎，整合教學理論與研究成果、教育政策與法令規範以及教

學實務而進行規劃，以圖 2-19 呈現其研究發展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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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系統的概念架構。 

 

 

 

 

 

 

 

 

 

 

 

 

 

 

 

 
圖 2-19  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能力指標系統概念架構圖 

資料來源：發展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能力指標之研究（p.15），潘慧玲，2004，台北：教 

育部。 

 

二、學校組織多元分析架構模式 

蔡進雄(2005)在「從學校組織多元分析架構論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中

指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所涉及之學校行政面向眾多，其參照許多學者專

家的多元分析架構，從學校目的架構、學校結構架構、學校文化架構、學

校政治架構、學校人群架構、學校學習架構、學校環境架構及學校領導架

構等八方面，闡述如何提升教師專業發展。鼓勵教師領導對於教師專業發

展將有所幫助，例如學習領域召集人教師若能規劃及帶領相同領域教師進

行專業發展，未兼行政職務的教師主動組成發展團體、讀書會、或指導實

習教師，這些都是教師領導者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具體表現。 

綜合蔡進雄(2005)的研究可知，組織多元分析架構是以多方面而非單

一方面、以全方位而非固定方位、以整合而非片段、以多元思維而非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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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來論述學校行政與教師專業發展，希望學校行政在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時能「面面俱到」，以免落入「盲人摸象」之境而不自知。茲將其所探

討各個架構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整理歸納如表圖 2-15。 

 

 

 

 

 

 

 

 

 

圖 2-20  組織多元分析架構與教師專業發展關係圖 

資料來源：＂從學校組織多元分析架構論教師專業發展＂，蔡進雄，2005，刊載於輔仁大學（主 

編），教師專業發展與規劃學術研討會論文集(51-66)。台北：輔仁大學。 

 

三、教學精進、專業昇華模式 

台北縣教育局(2005)在推動「教學精進、專業昇華」方案指出，從九

十三學年度起，為提昇教師教學專業形象之塑造與現代與時俱進之職能，

也尚未呈現具體且完整之面向。基於依循草根模式之發展策略，以協助教

師發展專業知能並強化整體教學品質與效能，乃嘗試在學校現場建構教學

專業評鑑之可行模式，計畫透過逐步試辦「教學精進、專業昇華」之經驗，

具體檢證教學專業評鑑之推動將遭遇之困境與尋求成功之契機，以做為未

來推廣與應用之參考。以教學專業評鑑為主體，界定專業教師服務之基本

面向為以下三大面向，共有二十五條評鑑指標，六十五條檢核重點與相關

檢核示例。未來其評鑑方式可運用訪談、觀察、資料審閱等方式進行，對

評鑑結果之描述方式，除保留等分量表如「符合」、「大部分符合」、「部分

符合」、「不符合」外，亦留有「優點與待改進事項」之欄位，提供未來使

用之方便性。其主要評鑑向度與指標如圖 2-16 所示，內容如下： 

（一）規劃能力： 

規劃能力涵蓋課程規劃、教學規劃、評量規劃三個層面，內含瞭解學

教師專業

發展

環境架構 

學習架構 

人群架構 

政治架構 

文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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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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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計畫的內涵、瞭解學校課程的架構、參與學校課程的發展、分析可

運用的教學資源、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編選適切的教學材料、規劃適切

的學習評量、編選適當的評量工具等八項指標。 

（二）教學與管理能力： 

教學與管理能力涵蓋班級經營、資源管理、教學策略、實施評量四個

層面，內含營造有利於學習的情境、建立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積極落

實班級學生輔導、建立人力資源網絡與管理「善用教學媒體進行教學、靈

活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系統呈現學習單元的教材內容、熟練有效的教學

技巧、實施多元化的學習評量、善用評量結果等十項指標。 

（三）專業發展能力： 

專業發展能力涵蓋專業態度、專業發展、專業評鑑三個層面，內含遵

守教師專業倫理規範、團隊合作與學習、具有自省能力、適度因應教育之

變革、參與教學研究改進教學、具有課程與教學評鑑的能力、同儕視導的

能力等七項指標。 
 

 

 

 

 

 

 

 

 

 

 

 

 

 

 

 

圖 2-21  台北縣推動教學精進、專業昇華實施方案的建構圖 
資料來源：從推動教學精進、專業昇華實施方案。台北縣政府教育局，2005。台北：台北縣政府 

教育局。 

 

四、專業教師基本知能模式 

Shulman(1987)指出，教師專業知能是指「教師為了將教學內容與主

題傳達給學生，必須懂得使用有效的表徵方式，也必須了解學生的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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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與迷思概念，並能有策略地重整學生的概念」。因此，教師必須具備學

科內容知識、一般教育知識、課程知識、學科教學知識、有關學生及其特

性的知識、教育環境脈絡的知識、教育目標與價值及其哲學與歷史背景的

知識等七項知識。 

Kennedy（1990）指出教師的專業能力除了一般的學科知識、教學技

巧之外，教師的信念、價值、角色認同與自省能力亦為教師專業能力的一

部份。 

Parkay 與 Stanford（2000）認為一位專業教師除了應具備基本的知

識與能力之外，還應有反省與問題解決的能力，才足以勝任教育的工作，

而基本知識包括：1、了解自我與學生的知識；2、學科專門知識；3、教

育理論與研究的知識。基本能力則包括：1、教學技巧；2、人際溝通的技

巧。 

謝臥龍（1997）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能應包含：能利用各種教學技巧及

教育心理學來教學、隨時做機會教育，以啟發學生獨立思考、具備良好的

表達能力、教學設計以學生為中心以及願意力求上進，不斷自我充實。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專業知能的意涵具有時代的意義，在早期的專業

訓練中主要強調知識層面，而後才逐漸擴展到技能與情意層面，因此，我

們可以說教師專業知能就是指教師在專業的教學領域中所必須具備的知

識、技能與態度。如下圖 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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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係架構圖 

資料來源：Becoming a teacher（p.51）,by Parkay, F. W. ＆ Stanford, B. H.（2000）, 

Boston：Allyn and Bacon. 

 

五、教師專業知能模式 

陳木金、邱馨儀、陳宏彰(2005)指出，在中小學教師教學的場域之中，

教師的工作面對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基本責任，也同時面對著「變革」

與「未來」趨勢的典範變遷，教師進修攸關教師的素質，是為教師專業生

涯所必須進行的終身教育，同時也是教師的權利與義務。 

有鑑於當前國內教師進修面臨教師進修管道方式單一、內容無法反應

教師實際需求的困境。因此，其研究首先分析歸納教師專業能力為七大模

組：教育信念與教學技巧、教學新知與教育發展、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學科知識與教材教法、專業態度與研究知能、實用智慧與生活經營、教育

管理與教學領導，提出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策略。 

分析教師專業知能發展模式的內涵包括：1.基本知能發展：包括從探

索期、建立期、轉化期、維持期、成熟期的專業發展評鑑模組。2.專門知

能發展：包括從教學科目研修、職務知能研修、重要議題研修、師傅教師

研習的增能研習進修評鑑模組。3.特別知能發展：包括從國外長期進修、

國內長期進修、專業學位進修、教師獨立研究的專業研習進修發展評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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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該研究建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模組，應依各階段晉級檢核的專

業表現指標及教師至少參加之基本研習時數，逐步建立教師進修研習與教

師薪資晉級結合的教師專業發展制度。 

綜合而言，就教師專業發展的進修研習系統，規劃以結合教育主管機

關、縣市教師研習中心、師資培育機構、教師專業團體、認證合格教師進

修機構、學校本位進修及教師獨立研究等多種機構或多元模式，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的進修研習方案。因此，在辦理教師專業發展進修研習系統層

級，可分為「中央政府層級」、「縣市政府層級」、「鄉鎮市區層級」、「學校

單位層級」、「教師個人層級」的進修研習系統方案：1.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應進行不同生涯發展階梯之教師專業發展指標，訂定激勵教師在職進修之

相關配合措施。2.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應能訂定激勵教師在職進修研習規

定，及促進學校本位辦理進修研習之相關配合措施。3.修訂獎勵與補助教

師在職進修之相關措施，提供教師在職進修之多元參與，提昇教師「個人

發展」、「職務發展」、「第二專長」、「外國語言」、「數位科技」及「創新創

意知能」之多元發展機會，規劃辦理教師進修研習實施體系方案規劃，詳

見於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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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增能進修研習實施體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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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促進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增能研習進修實施體系規劃圖 

 

資料來源：＂從教師專業發展模組談師進修系統建構＂，陳木金、邱馨儀、陳宏彰，2005，刊 

載於輔仁大學（主編），教師專業發展與規劃學術研討會論文集(9-20)。台北：輔仁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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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探討 

潘慧玲(2004)指出，教學是一項專業，而教學專業能力是可以培養的

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因為一位適任的教師必須具備一定水準的專業

能力，才能達到有效教學，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與表現。當然，這種專

業能力可以不斷發展與茁壯，透過自我的檢視與外在的支持，教師不但能

夠得到學習及實踐的動力，更得以省察自己的信念與態度，培養更為成熟

園融的教學藝術。因此，本研究嘗試分析以下幾種不同研究取向的教師專

業發展，作為教學檔案管理理論的基礎。其內容包括：培養教師自我效能

知覺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增長教師教室觀察能力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

向、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增進教師績效責任之專業

發展的研究取向、促進學校發展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完善教學專業之

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等加以探討。 

一、培養教師自我效能知覺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教學是複雜多元的動態歷程，教師必須不斷從專業實踐中進行自我反

思與自我調整，方有助於教學實務的改進與精進。孫志麟(2001)指出，教

師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概念的延伸，強調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對自己教學能

力的判斷，從而構成教師信念的一部分。教師對教學能力評估的高低，不

但是教學效能的重要指標，也是影響教師教學表現及學生學習表現的中介

變項。Denham 與 Michael(1981)提出教師自我效能的中介模式如圖 2-24

所示。由圖 2-24 可知：教師自我效能的概念涉及認知與情感成份，包括

教學效能信念的強度、幅度與普遍性等三個層面，此外，教師自我效能與

教學的先在條件有關。這些先在條件，包括教師的訓練、教學經驗、制度

與個人變項、以及教師的歸因方式等。 

教師自我效能與可評量的教學結果亦存有互動關係，特別是指教師行

為與學生成就。教師行為包括教師的教室行為、對教育革新的支持、專業

活動、任教承諾等；學生成就則指學生的學業成就、情感表達及行為結果

等。此一模式最大的特色是將教師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並指出教師的

先在條件、效能信念與教學行為及學生成就之間的交互關係，形成類似「輸

入－過程－輸出」的系統觀，有別於「過程－結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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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教師自我效能的中介模式圖 

    資料來源：＂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A definition of the construct and a 

model for further research,＂by C. Denham & J. Michael, 1981,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5,40. 

  

二、增長教師教室觀察能力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教師在教育發展與改革趨勢下，教學專業能力的概念，隨著時空背景

有不同的詮釋，經常審視教師專業及教學問題，是教師專業發展中重要的

活動。陳美玉(1998)指出，教室觀察是教師專業能力發展的重要一環，但

是對於觀察的對象、時間、方式、資料的處理、工具的應用與詮釋，都必

須做進一步的界定，才能有效提升班級教學品質，增進教師專業發展。陳

美玉(1998)指出，將教室觀察應用在實際的教學上，大抵上要遵循下列原

則，才能極大化的發揮功能：  

(一)重視教學反省  

教室觀察是歷程、是歷程，其重要的功能，在於教師能依據觀察發現，

進行教學前及教學後的反省，作為協助教學的改進：教師在教學前，即做

好各項縝密的準備與計畫；在教學後，能針對當天的觀察發現，省察個人

的教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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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教室觀察促進教學前與教學後的反省，也利於教學中直覺層次的

反省。換句話說，教師透過教室觀察，省思教學前及教學後的過程，能幫

助教師提升教學進行中反省、保有敏銳的直覺觀察能力（陳美玉，1998；

蔡美錦，2005）。由此可見，教室觀察必須配合不斷的教學反省，才能極

大化的促進教學的有效性，若缺乏反省而只有觀察，對於教學而言，並不

能產生太大的價值。  

(二)觀察與教學同步進行  

教師觀察能力之訓練與提升，主要目的乃在於班級教學情境的精確解

讀，作為明智的專業判斷與提出因應策略之依據。精熟教室觀察技能的教

師，大多能與教學同步進行，在極自然的、甚至是直覺的狀況下進行教室

觀察，隨時根據觀察所得調整教學策略，以及與學生互動的型態。因此，

教室觀察應用的最高境界，則已和教師的專業直覺融為一體，成為教師教

室日常生活內容的重要一環。  

(三)觀察後立即整理資料  

雖然教室觀察是教師基本的專業素養之一，也是必須隨時隨地使 用

的一項專業能力。但是，欲有效的使用此項能力，則必須在觀察之後，將

一些特定的觀察發現，立即記錄在教師的教學筆記上，作為綜合性了解一

個班級或是某些 學生的資料來源。持有這些書面的文字 記錄資料，能有

助於教師個人的教學反省，同時，也能提升教師進一步教室觀察的興趣。

尤其這些觀察能成為教師行動研究的資料來源時，則更能說明教室觀察是

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探究的意義。上述各種教室觀察應用價值的產生，其

基本條件都是教師能在觀 察之後，儘快進行資料的記載與整理，才能立

即顯現出資料的意義，作為下一步教學行動的參考。若缺乏此項努力，則

不管是 觀察了他人的教室或是自己的教室，對個人專業反省及知覺的增

進，都將極為有限。 

(四)討論與分析觀察發現  

目前的學校大多呈現孤立文化的型態，亦即幾乎所有的教師，都極習

於單兵作戰，很少有機會、而且也不願主動與其他同僚正式的進行專業議

題的探討。此種學校文化特性，限制了教師專業分享與相互支持的機會，

教室觀察也不例外。事實上，最有效的教室觀察，乃是來自觀察後的回饋

與反芻，尤其能與同僚以及其他教師進行相關問題的討論與分析，則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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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觀察的價值發揮到最高。甚至是與學生共同就觀察資料進行討論，都

能有助於教師的教學改進，並增進學生的學習信心。 

二、提昇教師教學計畫能力 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教師是教學專業人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教學計畫專業能力，才能勝任

其任務，改進教師的教學品質，進而促進其專業發展。單文經(2001)在「教

學引論」一書指出，以教學為專業的教師，和其它的專業如醫師、律師等

專業人員，最大的不同，就是教師在還沒有正式接受「專業教育」之前，

已經受教於父母師長多年，也因此非正式地進行了十多年的「學徒式的見

習」(observation of apprenticeship)，以致於對教學的涵義和作法，

總有些常識性的看法。 

針對提昇教師教學計畫專業能力的發展取向，主要是強調教學計畫的

系統化特性。系統化的教學計畫分為八個步驟：擬定教學目標、分析學生

特性、評選教科用書、設計教學活動、選擇教學方法、規畫協同教學、計

畫學習評量、修正教學計畫，似乎有濃厚的行為論（behaviorism）色彩。

但是，從認知論的觀點，不把學習侷限在可觀察的行為，而相當注重思考

類的教學，當然也十分注重學生先備知能在教學活動計畫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除此之外，亦認同建構論者有關安排豐富的學習環境，以及鼓勵學生

建構自己的意義等主張。將教學方法分為教師主導、師生互動，以及學生

主導三類，而且將教學媒體與學習科技融入教學方法之中，即是希望教師

能選擇適合的教學方法，並且善用科技與媒體，來形塑能引發學生主動學

習的環境，皆是受到建構論的影響(趙寧、單文經，2005)。 

單文經(2003)指出，自「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於 1998

年公布以來，經過了一段時間的激烈爭辯和議論，一連串的座談和研習，

二年的試辦、以及將近二年的全面實施，顯示這項臺灣有史以來最大一次

的課程改革運動已經動了起來。其次，單文經(2003)也探討七個學習領域

的國民中學教師對於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認知與態度，並且分析研習的效

應，進而以此為基礎，提出若干省思。指出：1.課程改革若欲順利實施，

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能理解與接受課程改革的內涵與作法。2.教師的認知與

態度的得分皆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準上下，而態度比認知稍低。3.研習時

數多寡對於教師認知確實有效應，但是對於其態度的效應，則比較小。4.

呼籲教育或課程改革，難求速效；與教師認知和態度調整有關的研習活

動，應兼重數量與品質；教育或課程改革的問題經緯萬端，惟有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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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樂觀，方能冷靜地面對之。因此，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

特別強調「發揮教師專業精神」、「落實教學創新的理念」、「把每個學生都

帶上來」，因此，本文除了強調遵循系統化的程序進行教學計畫之外，特

別強調「以學生學習結果為基礎的教學目標」、「以激發學生有意義學習為

主體的教學方法」，以及「以鼓勵教師團隊合作的協同教學」。同時，其更

指出，雖然我們把學習結果（即教學目標）加以分類，並且強調教師應該

依據不同類型的教學目標，進行不同的教學活動。換句話說，教師應能把

握協同教學的精神，共同進行教學計畫、共同評選教科用書、共同選擇教

學方法，並且合作實施協同教學，以便讓學生能有較為統整的學習機會，

則廣大的莘莘學子必將幸甚也。歸納其觀點如下： 

(一)教學計畫的作用，意在指引；堂堂教學，皆應計畫 

一般而言，教學計畫是指教師在教學之前，根據教學的目標，考量學

生的特性，選取適當的教材、教法與教具，所擬定的一套教學活動的計畫。

教學計畫的作用，就是要協助教師把學生教好，最終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好

好的學，並且能學得好。因此，我們相信所有的教師同仁，一定都會肯定

教學計畫確實有著指引教學的作用。 

(二)教學計畫的內容，有詳有簡；熟能生巧，由詳入簡 

教學計畫的內容，詳細記載每個事項，這種詳細的教學計畫，我們通

常稱之「詳案」。這種詳案，詳細描述每項教學活動的步驟，甚至將教師

和學生可能進行的對話，也都一一預先加以計畫，教師在教室站立的位

置，學生分組的情況等等，都無一或缺。這樣的詳案，就好比電影導演在

拍戲時所用的分鏡腳本，舉凡演員的臺詞、道具的擺設、燈光的配置、演

員的臺步、攝影機的角度、取景的長短遠近、特效的配合等等，皆須在事

前詳為計畫。在這樣的比喻之下，教師撰寫教學計畫，就好比編劇編寫腳

本一樣。在教學計畫的專業能力發展，專家大都會同意，師資生、實習教

師，或者是新手教師，應該要有相當次數撰擬詳案的經驗。等到歷練努力

成為經驗豐富的專家教師，長期的經驗累積與不斷的修正和改進，建立一

套教學計畫的知識庫，讓自己的教學計畫變成了自動化，任何的教學任

務，你都可以順手拈來，在心中迅速的形成一幅教學的「藍圖」，到了這

個階段，是否要求你每節上課，都寫一分這樣的詳案，己經不是一個問題

了，即可熟能生巧由詳入簡。 

 (三)教學計畫的範圍，可大可小；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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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學計畫而言，範圍亦可大可小。就大的範圍而言，以個人一生為

範圍之終身學習的教學計畫。其次，以某一個教育階段（如國民中學）為

範圍的教學計畫，或是一學年為範圍的教學計畫。一般教師最為關心的，

應當是比較小範圍的教學計畫：單元（unit）、課（lesson）、活動（activity）

為單位的教學計畫。然而，教師在進行教學計畫時，應該「大處著眼，小

處著手」。換句話說，教師在進行一個單元、一堂課，或是一段活動等等

小範圍的教學計畫時，當然要考慮到許多具體而微的小細節，也要同時考

慮其背後所承載的比較遠大的教育的理念。 

(四)教學計畫的作法，有跡可循；彈性運用，特重反思 

教學計畫一詞，也可稱之為教學方案，因此，教學計畫也可以簡稱為

教案。在這種意義之下的教學計畫，是指一項已經設計完成的成品。雖然

目前的教師們可以從坊間教科書商所提供的教師手冊之中，或是從同事那

裡，或是從其他的來源取得別人已經設計好的教案。然而，因為每個班級

的狀況都不一樣，學生的特性也都各有差異。因此，任何現成的教學計畫，

都不一定能符合自己教學的需求，而必須依著實際狀況重新加以調整，彈

性運用，特重反思才能符應教學計畫能力的專業發展取向。 

 

四、增進教師績效責任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新專業主義之實踐，提供教師進行自我反思、追求專業發展的機會，

唯身處學校本位管理的教育改革脈絡下，績效責任成為一項對於學校的重

要要求，在以專業發展為導向逐步強化教師績效責任之觀念，並逐步建立

教學績效責任制度。教師評鑑係指就教師專業能力和表現進行價值判斷

(吳清山、林天祐，2003)。 

就其功能而言，教師評鑑可概分為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的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以及以評估教師績效的教師績效評鑑。1.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主要著眼於以教師評鑑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是

手段，教師專業發展才是目的。評鑑著重在教師教育專業歷程的瞭解、評

估、改進，終能透過設計妥善的程序，提升教師專業知識、態度及技能，

有效的改進教師專業效能。2.教師績效評鑑：另一個教師評鑑取向為教師

績效取向，稱為教師績效評鑑。目的在評估教師的專業表現績效，作為確

保教育品質，以及作教育決定及人事升遷獎懲的基礎。當然教師績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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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在建立教師專業的指標，依據一定的程序與歷程，對教師的能力及表

現，給予評估敘述或評等，同時對評鑑結果作出回應。 

劉春榮(2003)指出，教育品質包括了教育品質檢驗、教育品質保證、

教育品質管理，目的在追求教育的卓越表現。教師績效評鑑透過對教師專

業的評估，以確保教育品質。兩者其實是站在同一個立場，因此我們可以

從教師績效評鑑，是否包括了教育品質的重要內涵，來檢視教師績效的評

鑑。 

新近有不少研究，從學校本位管理、校務評鑑、教師專業自主等議題

探討績效責任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頗值得作為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的參

考（陳正泰，2005；陳憲傳，2005；黃以喬，2005）；彭春蘭（2003）以

績效責任等理論建構出國民中學教師專業評鑑指標，包括學生輔導、教學

設計、專業態度及教學實施等四個層面，共計46個指標內容。歸納如下： 

(一) 建立普遍的共識與需要  

推動任何一項教育變革，組織的成員對該項政策的瞭解是第一步，建

立普遍的共識概念是接續的要事。教育工作者覺得真是應該做改變的時候

了，就會樂意參與，因此實施教師績效評鑑所需要的實施氣候的形成相當

的重要。教學是既專業工作，當然要有專業規範，專業工作如何確保專業

品質是專業的核心概念。倘若教師有接受績效評估的需要或迫切性，或認

為接受教育績效評鑑是教育專業的一部分，這樣教師績效評鑑才有推動的

基礎能量。 

(二) 評鑑目的在提升教育品質  

教育的任何作為，均要以提升教育品質為目的。要提升學校教育品

質，實施校務評鑑；要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與成就，教學上有各種教學的

評量；學校接受各項教育資助，需要接受方案成效的評估；教育需要永續

發展，教學工作教育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當然需要有教師績效評估，以

確保教育品質。  

(三) 著手理想而務實的長遠規劃  

教師績效評鑑要開始實施，從無到有起步難。務實的規劃當然相當重

要，把握現有的條件與優勢切入實施，使起步不是太棘手。但教師績效評

估也不能沒有理想，建立教師績效評鑑的願景，清楚的說出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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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各種實施的策略，引用他山之石，注入校園文化，也使教師績效評鑑

紮下厚實的根基。  

(四) 指標與方式要具有彈性  

任何一項評鑑，評鑑的指標建立相當的關鍵，因為它明示需要努力的

項目，它也是評鑑的基準，指標要能合適、實用、可行、和正確，也要具

有適應環境的彈性，也就是說評鑑指標若能因地制宜，才不致僵化。同樣

地，評鑑的方式若能隨學校的環境作所調整，在不失主要的評鑑歷程下，

把握核心精神與意義，有所變通才不致落入形式化。  

(五) 多面向多方法的評估  

多面向多方法的評估是全方位回饋的概念。教師績效評鑑的方法可以

有檔案資料檢閱、人員會談、理念討論、教學歷程了解、現場觀察、反思

回饋等。在人員上可以包括教師本身、學校同儕、上級長官、學者專家、

社區家長、學生等。在面向上也可由教學理念、教學作為、教學運作、教

學反思、教學結果、教學影響等面向作評估。 

(六) 評鑑方案要能不斷的改進  

教師績效評鑑方案要能在教育現場的實施中，不斷的修正改進，才能

保持方案的實用與敏銳。正如教育各種改革方案，都是不斷的檢討反思修

正，以便能順利實施並達到預期的成效。教師績效評鑑實施後，要能建立

後設評鑑，以監視原級評鑑方案，使教師績效評鑑自我更新的作用。  

(七) 建立評鑑的回應體制  

教師績效評鑑有別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有其績效的功能考量，評

鑑的結果若喪失了回應機制，則會使教師績效評鑑流於形式。當然，回應

機制也不必等同於人事功能或獎懲，可以思考廣義的回應機制，例如教師

激勵事項、教學輔導教師資格取得，教師群組的建立等，尤其在實施的初

期更當如此。  

 

五、促進學校本位發展之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教師進修的目標，應是促進教師本身的專業發展。教師專業成長的可

能性在於教師本身對成長的承諾（James & Sheryl，1996）。教師專業成

長應該關照教師的主體性，引發教師內在成長的動機，這樣的專業成長才

能作為教育改革成功最理想的基石。在教師專業發展中，傳統由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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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行政主管人員、校長、家長等，透過客觀化的評鑑過程，利用各種觀

察或統計的方式，蒐集資料或訊息，藉以評定教師效能，這樣的做法或有

助於教師之間效能的比較，但卻可能忽略了所處教育情境不同、面對學生

樣態不同、教師個人特質不同等各種差異性，更重要的是，這些評量方式

常常過於片斷，甚至脫離教學情境，無法掌握教師整全的教學脈絡，因此

所得到的結果，無法導引教師成長﹙James & Sheryl，1996﹚。 

曾榮祥(2000)指出，目前教師專業發展仍存在著許多缺失，隨著教育

改革聲中學校本位理念之盛行，教師專業發展應參考學校校內專業發展活

動的實施經驗、發展願景與特色、學校的未來規畫，同時亦應針對個別學

校與學區的特性與差異，規劃出適合各校需求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教師

更應能掌控自己的學習。學校本位理念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正可以提供-嶄

新的規劃方向，促成教師專業發展成為學校本位改進與發展的主流。其重

點包括：(一)專業發展是在校內或鄰近學校的專業發展場所舉行；(二)教

師具有專業發展活動之自主權，且強調其參與的內在動機；(三)專業發展

之課程應能夠理論與實際二者並重；(四)重視專業發展活動之系統規劃與

評估；(五)重視專業發展活動形式多元文化，並具有學校本身之特色設計； 

 (六)以建構教師自我導向的進修為目標。 

顧瑜君(2002a)以區域性教師發展的案例，試圖找出並描述從現行的

教師進修模式「專家導向」模式轉換成「增能模式」(empowerment model)

的路徑，探究教師發展實務工作者的覺醒(awareness)與省思(reflection)

歷程，及如何將覺醒與省思運用於日常教學中。研究結果指出教師的覺醒

與醒思對教師增能有相當的影響。 

顧瑜君(2002b)探討「以課程發展為主軸的行動研究」作為教師進修

模式變革可能性之研究，理解教師如何透過進修模式的變革而獲得專業成

長，使教師角色增能(empower)。如何從「專家導向」或「研究發展」（RDD）

的教師進修模式轉換成「增能模式」(empowerment model)。研究組織了

一群基層教師為協同研究者(collaborate researchers) ，以行動研究途

徑的進修理論，來轉換台灣當前教師專業成長與進修的困境。以教師為焦

點(teacher-focused)以及學校本位(school-based)兩個概念作為課程發

展與教師進修的主軸，研究者與協同研究教師共同來理解、詮釋與探究教

師進修的問題處境，從實際的行動中發展轉變問題的可能性，以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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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媒介，實地在教學現場中實踐教師的信念與價值。變革後的「增能模式」

教師進修，使教師角色從接收者蛻變成為行動研究者，新的角色使他們有

機會展現實務工作者的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實務工作者必須從

認識自己的教學困境為出發，並從實際的計畫中找尋解決問題的資源、設

計提昇能力的方案，同時，實務工作者也開拓對教育問題的認識，提升解

決教育困境的能力，更重要的是，教師不再「仰賴」專家來提昇自己，在

行動研究實踐的過程中，教師們充分體認與理解教育問題的改變需仰賴自

己的專業成長。 

林義祥(2002)進行「學校中心教師專業發展之行動研究」發現：1.經

由共同決定專業發展活動、系統的認識多元智慧理論、邀請專家教師講座

指導、設計並實施符合多元智慧理論精神的教學方案、進行教學的行動研

究等，可深刻瞭解多元智慧理論的精要，也能對其產生批判及認同。2.教

師的自覺、領導者的理念、進修課程的設計、行政的支援、社區家長的參

與，是影響學校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合而言，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發展，以關心學校教師需求與問題

之解決為出發，有效整合學校財力、資源、設備與人力，充份發揮學校教

師之學習、合作、互相協助與一同發展之主動、創新、自主的團隊精神與

自我導向的學習，鼓勵教師經由教學省思、行動研究、實踐智慧等，增進

教師專業發展，並將教師智慧落實於實際教學及學校相關事務之經營中。 

 

六、教師教學效能專業發展的研究取向 

教師專業能力指標之發展，有助於對專業表現建立共識，以進行專業

的對話與討論。陳木金(2006)指出，在教育改革的風潮之下，家長、學生

及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與教育績效，產生高度重視與深切期許，舉凡學

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習內容、教師專業等議題，不斷被討論與檢視，教

師專業發展再次受到重要關注。在教師教學的場域中，教師的工作是面對

傳道、授業、解惑的基本績效，也同時面對著「典範變革」與「未來趨勢」

的創新責任，教師專業發展牽動著教師素質是否持續提升。因此，如果能

夠透過在教學的場域之中提升教師的專業表現，進而促進教育品質的提

升，值得進行分析探討作為我國師道精神再建構的參考。陳木金(2006)以

圖2-25所示，從教師效能建構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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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教師效能塑造師道精神 

陳木金(1997) 以其所發展的「教師教學效能評鑑指標」，建構從教

師效能來塑造良師典範之師道精神的系統圖的第一部份。教師教學效能指

標包括：1.教學自我效能信念、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3.多元有效教學技

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5.建立和諧師生關係、6.營造良好班級氣氛。  

(二)從與成功有約來發展師道精神 

圖 2-25 之第二部份以 Cove 在「與成功有約」一書中的重要理念，綜

合整理歸納成主動積極、以終為始、要事第一、雙贏思維、知彼解己、統

合綜效、不斷更新等七個習慣，從與成功有約來發揮師道精神。 

此部分強調，良師扮演著幫助學生在學校獲得成功的關鍵人物，如果

學生們也能經由良師典範教導「主動積極、以終為始、要事第一」→「雙

贏思維、知彼解己、統合綜效」→「不斷更新、傾聽內心」的階層，誠誠

懇懇的做事，實實在在的做人，誠信善良全力以赴朝向與成功有約來努力

經營良師典範與教師效能。 

(三)從良師典範來建構師道精神 

「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是師法傳統師徒傳授技

藝的模式，讓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引領新手透過師傅（專家）的示範、教

導和支持，經由師傅的典範和講解，以及新手在情境中的觀察與主動學

習，使得徒弟（新手）成功的學習，這種模式被廣為應用在專業人才的培

訓活動。透過認知學徒制之傳承，對教師教學場域之「傳道、授業、解惑」

的師道精神傳承有相當重要的幫助。因此，其歸納認知學徒模式的核心技

術為 MENTOR 法，從認知學徒制來塑造良師典範之師道精神的系統圖之第

三、四部份，來作為從良師典範來塑造師道精神的參考。 

李俊湖（1992）進行之國小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呂淑惠（2005）進行之屏東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之研

究、林順智（2005）進行國民小學教師參與學校本位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

相關之研究等，均屬本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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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效能

1.教學自我
效能信念

2.系統呈現
教材內容

3.多元有效
教學技術

4.有效應用
教學時間

5.建立和諧
師生關係

6營造良好
班級氣氛

良師典範

1.專業典範

2.教導知能

3.建構脈絡

4.完整敘說

5.統觀全局1.教師之腦在計畫

2.教師之手在執行

3.教師之心在評估

4.教師之靈在服務

從教師效能來塑造良師典範的師道精神

與成功有約

3.全面成功

1.個人成功 2.公眾成功

1.傳道

3.解惑2.授業

6.擔當任務

師道精神

 
圖 2-25  從教師效能來塑造良師典範之師道精神的系統建構圖 

資料來源：＂從教師效能來塑造良師典範之師道精神＂，陳木金，2006，師友月刊，463 期，10。 

 
 

伍、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探討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乃從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資

料庫中，研究者以「不限欄位」查詢「專業發展」一詞以「教師」及「專

業發展」為關鍵字查詢，就時間而言，以公元 1994 年至 2005 年之「教師

專業發展」主題，以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之相關進行分析，並採用「背景

變項與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及「教育議題與教師專業發展」兩個向度來加

以探討：  

 

一、背景變項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 

沈翠蓮（1994）以量化的調查方法進行北、中、南、東四個地理區國

小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發現：服務年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對整體專業發展有顯著影響。 

周崇儒（1997）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北縣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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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發現：在不同性別、服務年資上有顯著差異現象、女性教師高於

男性教師。 

孫國華（1997）以問卷、訪談、個案研究及文獻探討針對國中小教師

進行研究發現：服務年資較長、高學歷、師範院校畢業、有進修經驗的教

師具有學習發展與專業成熟的生涯特徵。 

馮莉雅（1997）以問卷調查法針對高雄市的公立國中教師進行研究，

研究發現：男性、未婚、教授數學、服務五年以下或十一年以上、師範體

系畢業、中大型學校、未兼行政工作的教師，專業發展最差。 

梁坤明(1999)針對台北縣國民小學教師之研究發現：不同背景（性

別、年齡、服務年資、學歷、擔任職務）變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效各

異、專業活動型式與成效的相關、不同教師背景變項對活動成效的看法互

異。 

白穗儀（1999）採問卷調查法以中部四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發現：資深教師及兼任行政職務的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知覺情形較佳。 

劉月娥（2000）以台灣地區的公立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研究

發現：教師的「整體教師專業決定」因任教年資的長短、最高學歷、學校

與班級規模、學校所在地的不同而有差異。 

田玲瑚(2002)進行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下台南縣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

展之研究，研究發現：資深國小教師對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下專業發展成效

的肯定性高於其他教師，其他性別、學校規模變項無顯著差異。 

張寶丹(2004)進行高雄縣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與形象知覺之研究，研究

發現：1. 女性教師在「專業知能」、「專業形象」面上略高於男性教師。

2.「兼主任」教師在專業發展的表現高於其他教師。 

綜合上述，以問卷調查的九篇研究中，不同背景變項在教師專業發展

的差異顯著情形，其差異統計的次數高低依序為「教師服務年資」、「擔

任職務」、「性別」及「最高學歷」、「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

「年齡」、「創校歷史」。詳如表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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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研究背景變項是否達顯著差異統計表 

變項 
研究者 研究對象 性別 年齡 

擔任 
職務 

服務 
年資 

最高 
學歷 

學校 
規模 

學校 
地區 

創校 
歷史 

沈翠蓮（1994）國小教師   ○ ○  ○ ○  

周崇儒（1997）國小教師 ○   ○     

孫國華（2001）國小教師    ○ ○    

馮莉雅（1997）國中教師 ○  ○ ○ ○ ○   

梁坤明（1999）國小教師 ○ ○ ○ ○ ○    

白穗儀（1999）國小教師   ○ ○     

劉月娥（2000）國小教師    ○ ○ ○ ○  

田玲瑚（2002）國小教師    ○     

張寶丹（2004）國小教師 ○  ○      

總計  9 篇 4 1 5 8 4 3 2 0 

說明：  「○」代表達顯著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教育議題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 

吳佩昇(1995)進行「我國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型態之探討」，研究

發現：現今主要的在職教師專業發展（教師進修）活動型態，趨向於被動

式的學習。 

蔡芸（1997）進行「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省國中教

師為例」，研究發現：1.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可歸納為準備、需求評估、

計畫、實施、評鑑五個階段，且具有多項優點，應加以持續推廣，並在檢

討改進之後使其成為一種制度。2.一般國中教師在校內進修方面多持正面

看法，而需求評估及評鑑階段最需要加強。 

周崇儒（1997）進行「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組織承諾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研究發現：教師的專業發展情形越好，則學校效能也越高、

教師的整體專業發展。 

孫國華（1997）進行「國民中學小學教師生涯發展與專業成長之研

究」，研究發現：1.教師專業發展需求與現況之間的落差仍然很大。2.教

師在不同的生涯發展階段中，具有不同的專業發展與需求。3.進修經驗最

能預測教師的專業發展。 

馮莉雅（1997）進行「國中教師教學效能評鑑之研究」，研究發現：

國中教師專業發展比教師背景變項、角色衝突更能預測教師效能感，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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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的教室管理最具預測力。 

李俊湖（1998）進行「教師專業成長模式」，研究發現：1.教師專業

發展的研究，已由缺失本位轉至能力發展本位；2.專業發展模式的內涵包

含目的的決定、需求評估、方案規劃、方案實施與評鑑方案；3.專業發展

模式設計應該以科技整合觀點，採長期多面向發展知識的理念，對教師專

業活動做更周全的認識。 

梁坤明(1999)進行「北縣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態度、活動型式與實

施成效之研究」，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對專業發展活動是權利的觀念大

於義務、教師需要不同型式的專業發展活動、教師重視鼓勵措施大於激勵

措施、不同背景的教師有不同的專業發展態度。2.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重

心在校內週三進修、教師被動參加專業發展活動、教師專業發展大多為免

費性質。 

白穗儀（1999）進行「國民中學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

究」，研究發現：組織學習與教師專業發展亦有密切關係存在，即組織學

習愈好，教師專業發展情形也愈佳。 

鄭長河（2000）以質化的研究方式進行一位數學教師專業發展個案研

究發現：研究對象透過回顧教學現場探討教學問題，可以促進教學反思與

轉變，而反思教學行為的建立是促其專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張美玉(2000)以「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在職進修教育的經

驗與反省」為主題，研究發現：在職進修教育可促進教師通用知能的專業

發展，在職進修教育可增進教師學科知能的專業發展，在職進修教育可提

高教師教育專業知能的專業發展，在職進修教育可增長教師教育專業精神

的專業發展。有系統的規劃一系列全學期（或全學年）研習進修計劃，有

助於教師專業發展。 

劉月娥（2000）以台灣地區的公立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國民

小學教師專業決定與教師效能感之研究」問卷調查，研究發現：1.國小教

師具有良好的「教師專業決定」能力與「教師效能感」知覺；2.女性教師

的「整體教師專業決定」因任教年資的長短、最高學歷、學校與班級規模、

學校所在地的不同而有差異；3.「教師專業決定」之程度和「教師效能感」

之知覺有密切關聯 。 

林義祥(2002) 以台北縣一所國小之多元智慧團隊為例，進行學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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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師專業發展之行動研究，研究發現：1.經由共同決定專業發展活動、

系統的認識多元智慧理論、邀請專家教師講座指導、設計並實施符合多元

智慧理論精神的教學方案、進行教學的行動研究等，可深刻瞭解多元智慧

理論的精要，也能對其產生批判及認同。2.教師的自覺、領導者的理念、

進修課程的設計、行政的支援、社區家長的參與，是影響學校中心教師專

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郭木山(2002) 以一個教師社群之個案，進行「國民小學學校本位教

師專業發展協同反省的行動研究」，研究發現：1.教師社群是志同道合的

組成，由平等對話、分享責任、建立情誼，進而促進發展。2.了解社群協

同反省運作的影響因素，有助於教師社群的推展與運作。3.協同反省的行

動研究是促進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的良佳模式。 

吳淑雯(2003)進行「從生手到專家國小教師專業發展歷程的研究」，

研究發現：1.專家教師專業發展歷程可分為生手適應期、經驗發展期、專

家成熟期。2.促使生手成為專家教師的重要因素有重要他人、工作需求、

學校文化、家庭環境因素。3.專家教師堅持的信念影響專家教師專業發

展。4.專家教師堅持的信念影響專家教師專業發展。 

張寶丹(2004) 進行「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與形象知覺之研究」，研究發

現：國小教師在專業發展的表現屬於中上程度。 

郭靜妝(2004)以臺北市國小為例，進行「國民小學在職教師專業發展

之需求分析」，研究發現：在國民小學在職教師專業發展之需求分析，以

台北市國小為例研究發現：1.教師為因應未來發展的趨勢，必須發展專業

發展的關鍵能力，其應涵蓋：同儕互動、教學認知過程、學科的結構性知

識、自我的認知價值標準與信仰、教學技能更新、了解學生本身及其學習

過程等六大構面。2.教師的專業發展能力評估以「自我的認知價值標準與

信仰」構面最高，以「教學技能更新」構面最低。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教師現況大多屬中上程度，各研究結果頗為相近。 

（二）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之相關議題，聚焦於教師生涯發展、教學效能、

專業形象、專業需求、形象知覺、專業發展活動、教學效能、組織

承諾、教師評鑑、學校（校務）評鑑、組織學習、學校本位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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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相關議題。近年來尤著重與學校本位、校務評鑑、學習型組織、

教師省思等相關之教師專業發展議題。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教學效能、學習型組織、教師效能感呈

正相關。 

（四）進修經驗最能預測教師的專業發展；國中教師專業發展比教師背景

變項、角色衝突更能預測教師效能感，尤其專業發展的教室管理最

具預測力。 

（五）反思教學行為、協同反省的行動研究的建立是促其專業發展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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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知識管理、教學檔案與   

      專業發展關係的相關研究 
 

壹、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 
鍾欣男（2001）以「知識管理在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運用之研

究」為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對整體知識管理認知與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成長情況皆屬普 

   通。 

（二）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愈佳。 

（三）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作用中，以知識擴散及   

   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 

俞國華（2001）以「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專業成長之研究」為主題，

研究發現： 

（一） 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專業成長現況介於「有時如此」及「常常如    

此」之間：在知識管理部分，「知識的創新」與「知識的分享」

層面屬於表現較佳的部分，「知識的獲得」與「知識的儲存」則

屬需要努力的層面；在專業成長部分，「教育思想觀念與態度」、

「人際溝通」、「學生輔導與管理知能」與「教學知能」等層面

屬於表現較佳的部分，「行動研究知能」則屬需要努力的層面。 

（二）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愈佳：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及整

體與教師專業成長各層面及整體間皆達高度相關，教師如具備愈佳

之知識管理能力則愈有可能具備較佳之專業成長程度。 

金玉芝（2002）以「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個人與組織面向之分析」為

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屬中上程度，且相當多元化；其中，以知識應

用最為明顯，而知識儲存與知識創新則有偏低傾向。 

（二）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與學習型組織之間具有正相關。 

李瑪莉（2002）以「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

為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民小學知識管理情況尚待加強，教師專業成長情況相對較佳。 

（二）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情形也愈佳。 

高義展（2002）以「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與

專業表現關係之研究」為主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教師知識管理、學習型態、專業成長與專業表現大致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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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教師的知識管理與專業表現、從事學習的程度、參與成長活動

的程度呈正相關。 

（三）教師知識管理表現越好，則投入學習工作的積極性會提高，也因此

促進教師積極參與專業成長活動，進而提昇專業表現效能。 

洪彰良（2002）進行「用知識管理建立九年一貫課程推動模式之研

究」，研究發現： 

（一）經由隱性知識外顯化，運用專家諮詢，能解決資源運用相關問題。

（二）經由知識萃取，運用顯性知識管理，建立教師知識管理網站（TKM），     

能解決課程認知相關問題。 

（三）經由知識創新，運用教育論壇，能解決專業發展相關問題。（四）

經由知識分享，能解決家長認知相關問題。 

由此可知，運用知識管理之隱性知識外顯化、知識萃取、知識創新、 

知識分享等策略，可有效增進教師資源應用、課程認知、專業發展等相關

議題。 

黃秀君（2003）以「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應用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 

（一）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整體應用情況良好，唯在「知識儲存

方面」應用情況較低。 

（二）國民小學教師普遍認同知識管理，唯在實務應用上仍存在困境有待

克服。 

（三）知識管理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的應用，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提

升教師專業知能」的功能為最可發揮。 

高中膺 （2004）以高雄市某私立中學 133 位教師進行問卷調查，探

討學習型學校教師個人教師專業、知識管理、與工作績效之關係。獲得下

列結論： 

（一）「教師專業」對於「知識創造」具有解釋力，尤其以「職務特質」

與「個人特質」對於知識創造更具有顯著的影響； 

（二）「教師專業」對於「知識移轉」具有解釋力，尤其以「職務特質」

與「專業特質」對於知識移轉更具有顯著的影響； 

（三）「教師專業」對於「知識分享」具有解釋力，尤其以「個人特質」

對於知識移轉更具有顯著的影響； 

（四）知識管理的「知識創造」、「知識移轉」及「知識分享」這三個變

項對於「工作績效」皆有顯著性影響。 

    楊頌平（2004）進行「國民小學教師個人知識管理與其專業表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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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研究發現： 

（一）教師個人知識管理與專業表現之實踐程度現況屬於中等以上程度；

（二）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其個人知識管理與專業表現具有正相關，教師個  

人知識管理實施程度越高，則其專業表現的程度也會提昇； 

（三）教師個人背景之服務年資與現任職務，與教師個人知識管理之知識

獲取、知識儲存、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等層面，對其整

體專業表現最具有預測力。 

洪婉琪（2004）進行「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運用知識管理狀況與教師

讀書會效能之關係研究」，研究發現： 

運用知識管理對國民小學教師讀書會效能的多元逐步迴歸預測中， 

「知識取得」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帶動教師教學成長」、「助

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提升教師人際相處能力」等層面最具預測力；

「知識蓄積」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增進教師個人閱讀效能」、

「助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促進教師對學校各機構之運用」、「提升

教師人際相處能力」等層面最具預測力；「知識創新」在「幫助教師個人

能力成長」、「增進教師個人閱讀效能」、「帶動教師教學成長」、「促

進教師對學校各機構之運用」、「提升教師人際相處能力」等層面最具預

測力；「知識分享」在「幫助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帶動教師教學成長」、

「助長教師學校組織意識」、「促進教師對學校各機構之運用」等層面最

具預測力。 

周錫欽（2005）、許瓊潔（2005）研究均指出：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則

教師教學效能愈佳。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中，以知識的應用對整體教師教

學效能最具解釋力。 

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發展呈正相關（鍾欣男，2001；俞國華，

2001；李瑪莉，2002；高義展，2002；洪彰良，2002；黃秀君，

2003；楊頌平，2004） 

（二）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師專業成長各層面及整體間皆達高

度相關（俞國華，2001；高義展，2002） 

（三）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作用中，以知識擴散及   

   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鍾欣男，2001）；教師個人背景之服務年

資與現任職務，與教師個人知識管理之知識獲取、知識儲存、知識

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等層面，對其整體專業表現最具有預測

力（楊頌平，2004）；運用多元逐步迴歸法，發現知識管理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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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取得」、「知識蓄積」、「知識創新」、「知識分享」在「幫助

教師個人能力成長」、「帶動教師教學成長」具有預測力（洪婉琪，

2004）。 

（四）知識管理與學習型組織之間具有正相關（金玉芝，2002）。 

（五）「教師專業」對於「知識創造」、「知識移轉」、「知識分享」、

具有解釋力（高中膺， 2004）。 

（六）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師教學效能呈正相關；教師知識管理各層面中，

以知識的應用對整體教師教學效能最具解釋力（周錫欽，2005；許

瓊潔，2005）。 

 

 

貳、教學檔案管理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 
洪彩雲（2002）進行教師專業評鑑研究、陳珮軒（2000）進行大學學

生評鑑教師教學研究後，均建議未來每一位教師都能建立教學檔案，以便

有系統的評鑑進而獲得長期的資料，做為教師專業發展、教師評鑑的佐證

資料。 

許朝信（2003）在進行國小教師課程設計能力研究後建議，教師應建

立個人課程設計教學檔案，作為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能力、專業發展的依據。 

黃耀輝（2002）以教室觀察、訪談、教學檔案、問卷等方法蒐集評鑑

資料；將課程的計畫、師生的互動情形、教學目標及教學理念之陳述、作

業的樣本、教學效果的評估、自我專業成長上的記錄、重要他人的回饋及

建議等項作為教學檔案評鑑資料的內容；研究歸納教檔案對教師專業發

展、教師專業評鑑有具體化的成效。 

李順銓（2001）進行國小初任教師發展教學歷程檔案經驗之個案研究

後發現：（一）發展教學歷程檔案有助於個案教師教學反省及專業發展；

（二）協助釐清個人發展教學歷程檔案目的有助於檔案品質；（三）對歷

程檔案內容後設反省，可以促進自我批判能力；（四）結合同儕教練回饋

進行教室觀察及發展教學歷程檔案有助於專業成長。 

石璧菱（2003）進行桃園縣國小實施學校本位教師評鑑之研究，過半

數教師認同「教師教學檔案」為蒐集評鑑資料來源之一。 

劉寶貴（2003）進行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實施之研究建議，教師應在平

時規劃與準備教學檔案階段，隨時督促自我教學成長。 

蔡美錦（2005）進行臨床視導對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專業成長歷程

之個案研究指出：透過臨床視導與教學檔案製作，能有效提昇教師教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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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班級經營能力，增進教學成效，對教學專業成長有顯著影響。 

陳玉鳳（2003）指出教學檔案是教師專業評鑑資料的蒐集方式之一。 

吳潔琳（2002）進行學校本位英語教學教師成長之行動研究指出，較 

具專業成長之英語教師具有建立個人教學檔案、英語教學能力，在班級秩

序常規管理上比較容易，且更能營造適當學習環境。 

陳春蓮（2003）進行國小教師教學歷程檔案對教學反省影響之研究發 

現：教學檔案能作為最佳的教學反省之紀錄。 

徐昌義（2002）針對全國小學教師、校長、教育行政人員、教育學者 

專家進行問卷調查發現：贊同國小教師在職階段專業檢覈評量方法中，以

評鑑教學檔案比例最高。 

    王雅姿（2003）進行檔案評量在國小教師分級評鑑之研究指出：教師 

教學檔案評量具有使個別教師表現多元能力的特性，是一個立足點平等的

評鑑工具。研究發現： 

（一）由文獻分析顯示，學歷、年資、教育理念、教學表現、行政服務、

進修研究等為教師評鑑的檔案要項。 

（二）經由得懷術建立了台中縣國小教師的檔案評量內容，為教育理念、

教學表現、行政服務、進修研究，而學歷、年資、著作則僅供評分

參考。  

蔡志鏗（2004）以臨床視導教學方式進行個案研究指出：以教學檔案、 

臨床視到記錄與研究手札做三角檢測，能有效協助實習教師在教學行為表

現上有具體而顯著的進步，包括教學技能的成長、班級經營的進步、學生

管教技巧的增進、人際關係的提升、自信心的增進與其他方面的進步等。

並建議實習教師應勇於接受教學視導、勤作教學檔案。   

許雅惠（2004）進行國小專家教師專業知能發展之研究建議，教師 

應以省思日誌、教學檔案等方式來提升個人的反省能力，增進教師專業知

能的發展。。 

     張光明（2004）進行國民中學社會領域教師領域教學在職進修需求 

與成效之研究發現：「教學檔案之建立」是教師在教學資源與研究方面較 

為需要的項目之一。 

楊桂霞(2004)針對曾參與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的500位台北市國小

教師之研究發現：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長呈正相關。 

陳彩娥(2004)針對澎湖地區 41 所國小之教師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發

現：有實施過教學檔案的教師比未實施過教學檔案的教師，認為實施教學

檔案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及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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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歸納以下重點： 

（一）教學檔案能增進教師省思、督促自我成長、提升專業發展（白雲霞，

2002；李順銓，2001；吳潔琳，2002；許朝信，2003；許雅惠，2004；

張光明，2004；陳春蓮，2003；陳彩娥，2004；劉寶貴，2003；蔡

美錦，2005）。 

（二）教學檔案能做為教師評鑑的佐證資料（王雅姿，2003；石璧菱，2003；

洪彩雲，2002；徐昌義，2002；黃耀輝，2002；陳珮軒，2000；陳

玉鳳，2003）。 

（三）結合同儕教練回饋進行教室觀察及發展教學歷程檔案有助於專業成

長（李順銓，2001；蔡美錦，2005；蔡志鏗，2004） 

（四）教學檔案與教學專業成長呈正相關 (楊桂霞，2004)。 

 
參、教師知識管理、教學檔案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 

白雲霞（2002）建議教師建立個人的課程與教學檔案作為其知識管理

的工具，以增進教師專業發展。 

顏嘉璘(2003)以「知識管理在國小英語科教學檔案應用之研究」為主

題，研究發現： 

（一）國小英語教師認為知識管理應用於國小英語科教學檔案之行動途徑

屬於可行的範圍，且以知識獲取層面之行動途徑可行性最佳。 

（二）透過電腦網路系統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

進行知識獲取、知識儲存與知識分享的重要行動途徑。 

（三）參加研習會、教學研究會、教學成長團體及教學檔案觀摩等是國小

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獲取與知識分享

的重要行動途徑。 

（四）教材編擬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進行知識儲存的英語教學檔

案重要項目之一。 

（五）因應教學活動所需及自我專業成長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

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應用的重要行動途徑。 

（六）教學反省是國小英語教師運用知識管理建立教學檔案時，進行知識

創新的重要行動途徑。 

     綜上所述，教師知識管理、教學檔案管理與教師專業發展彼此相關，

但同時探討其間關係之研究尚屬少見，值得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