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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問卷調查表 

指導教授：湯志民博士 

 

 

 

 

 

 

 

 

 

 

基本資料 

1.性別：□(1)女  □(2)男                      
2.職務：□(1)校長  □(2)教師兼主任或組長  □(3)教師兼行政人員   

□(4)教師兼導師  □(5)科任老師  □(6)職員   
3.貴校位於：□松山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大安區  □信義區  □大同區  

□萬華區  □北投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4.您在本校服務年資：_______年_______月 
名詞解釋 
1. 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KM) ，以五個知識管理主要步驟「將知
識作有效的管理」並且依不同情境、對象而有所不同的事務處理方式。五個

知識管理主要步驟包括： 
一、訂定知識目標(knowledge goal)與確認知識(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二、獲取知識(knowledge acquisition)與運用知識(knowledge utilization) 

三、知識分享與傳播(knowledge sharing and distribution) 

四、知識發展(knowledge development)與儲存知識(knowledge retention) 

五、評價與量測知識(knowledge assessment) 

2. 「知識管理空間規畫」 (knowledge management space program) ，以五個知識

管理主要步驟，規畫學校空間的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及其他

親愛的師長，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熱心協助填寫這份問卷！這是一份學術問卷，共分
成二部分，主要在了解「學校空間規畫的使用現況及相關因素」及「個人
運用知識管理空間的情形」為如何，作為日後學校建築參考使用。 
希望您能將親身感受的經驗，據實填答。您個人的資料絕對保密，而

您的作答只作整體分析之用，並無所謂對錯之分，請您放心作答。您的作
答與意見將是此份研究最珍貴的資料，也最具有教育意義。衷心感謝您的
協助！敬祝 
事事順心  步步高陞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謝佩璇    敬上

民國92年2月28日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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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使用空間。 

第一部分  學校空間規畫的使用現況及相關因素 

    本部分旨在了解貴校「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及

「其他共同使用空間」使用現況；並待求您個人認為學校空間規畫應注意的相

關因素，以了解貴校從事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時應考慮的條件為何。  

   (一)資訊管理系統 

1. 請問您在校經常使用以下哪些資訊管理系統(或設備)？(可複選) 

(1)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行政公佈欄、□教室預約系統、□物品借用(

單槍或投影機及其他軟應體)預約系統□線上修繕系統、□遠距教學、 

□領域教學資源網(試題庫)、□電子郵局、□課表查詢系統、□研習

報名及查訊系統、□線上資訊評量測驗、□數位聯絡網(親師聯絡網)

、 

□經營個人網頁或討論區、□教學教材或試題檔案下載區(資料庫)、 

□圖書查詢或借閱系統、□貴校網站論壇區(或討論區、留言版)、 

□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設備：□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掌上型電腦

(PDA)、□單槍投影機、□一般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印表機、 

□幻燈機、□數位相機、□攝影機(數位或傳統)、□掃描器、□燒錄

器 、 □ 繪 圖 機 、 □ 文 件 提 示 機 、 □ 電 子 看 板 、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平均每天使用上述資訊管理系統(或設備)大約 ______小時。 

3. 請問您上述資訊管理系統整體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硬

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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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請從最低分 0分到 10分來打分數： 

項目 空間配置 空間大小 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 設施新舊程度 堪用程度

分數     

4. 請問您認為要建置(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應考慮以下哪些因素？(可複選) 

□學校經費預算、□資訊教育政策、□資訊交流方式、□學校行政支援程

度、□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發展願景、□教職員工作需求、□教職員資

訊科技能力、□教學團隊專業成長與合作、□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 

 

(二)教學空間 

5. 請問您在校在教學時經常使用以下哪些教學空間(或設備)？(可複選) 

(1)教學空間：□普通教室、□領域教室、□專科教室、□視聽教室、 

□電腦教室、□實驗室、□教師辦公室、□多媒體教室、□視訊中心

、□作品陳列室、□教學資源中心、□教材準備室、□教材製作室、

圖 書 館 、 □ 研 討 室 、 □ 體 育 館 、 □ 游 泳 池 等 、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 

(2)設備：□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掌上型電腦(PDA)、□單槍投

影機、□一般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印表機、□幻燈機、□數位

相機、□攝影機(數位或傳統)、□掃描器、□燒錄器、□繪圖機、□

文 件 提 示 機 、 □ 電 子 看 板 、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問您在校平均每天使用上述教學空間(或設備)大約 ______小時。 

7. 請問您對於上述教學空間整體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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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的滿意度

如何，請從最低分 0分到 10分來打分數： 

項目 空間配置 空間大小 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 設施新舊程度 堪用程度

分數     

 

 

8. 請問您認為要建置(規畫)教學空間應考慮以下哪些因素？(可複選) 

□學校經費預算、□資訊教育政策、□資訊交流方式、□學校行政支援程

度、□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發展願景、□教職員工作需求、□教職員資

訊科技能力、□教學團隊專業成長與合作、□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 

 

(三)行政空間 

9. 請問您在校經常使用以下哪些行政空間 (或設備)？(可複選) 

(1)空間：□校長室、□校史室、□各辦公處/室、□發報室、□儲藏室

、 

□簡報室、□主機房、□(視訊)會議室、□文宣品擺放處、□其他

_____。 

(2)設備：□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掌上型電腦(PDA)、□單槍投

影機、□一般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印表機、□幻燈機、□數位

相機、□攝影機(數位或傳統)、□掃描器、□燒錄器、□繪圖機、□

文 件 提 示 機 、 □ 電 子 看 板 、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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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問您在校平均每天使用上述行政空間(或設備)大約 ______小時。 

11.請問您對於上述行政空間整體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硬體

與軟體設施種類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的滿意度如何

，請從最低分 0分到 10分來打分數： 

項目 空間配置 空間大小 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 設施新舊程度 堪用程度

分數     

 

12.請問您認為要建置(規畫)行政空間應考慮以下哪些因素？(可複選) 

□學校經費預算、□資訊教育政策、□資訊交流方式、□學校行政支援

程度、□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發展願景、□教職員工作需求、□教職

員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 □ 教 學 團 隊 專 業 成 長 與 合 作 、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四)其他共同使用空間 

13.請問您在校經常使用以下哪些其他共同使用空間 (或設備)？ (可複選) 

□禮堂、□活動中心、□庭園、□陽臺、□操場、□合作社、□交誼廳、

□警衛室、□廁所、□飲水機、□販賣機、□影印機、□印刷機、□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4.請問您在校平均每天使用上述其他共同使用空間(或設備)大約 ______小時

。 

15.請問您對於上述其他共同使用空間整體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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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的滿

意度如何，請從最低分 0分到 10分來打分數： 

項目 空間配置 空間大小 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數 設施新舊程度 堪用程度

分數     

 

16.請問您認為要建置(規畫)其他共同使用空間應考慮以下哪些因素？(可複選) 

□學校經費預算、□資訊教育政策、□資訊交流方式、□學校行政支援程

度、□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發展願景、□教職員工作需求、□教職員資

訊科技能力、□教學團隊專業成長與合作、□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 

 

第二部分  個人運用知識管理空間的情形 

  為研究知識管理空間在貴校發展的可能，本部分旨在了解您目前在學校空

間中運用知識管理的情形，依文獻探討整理出知識管理的五個步驟，以四等量

表呈現，請您依據實際狀況自評。 

 

 

 

知識管理步驟 1-訂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知識 

17.我會上網或使用多媒體來了解工作或教學目標    □    □    □    □ 

18.我在教學空間會張貼某活動宗旨的標示          □    □    □    □ 

19.我的行政空間會張貼行事曆或工作目標表        □    □    □    □ 

20.我在禮堂會看到精神標語（或校訓）            □    □    □    □ 

 

知識管理步驟 2-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 

從
未
如
此 

 

不
常
如
此 

 

大
部
分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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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會使用電腦上網或設計多媒體進行教學 

活動或公告行政訊息       

22.我會在圖書館查閱工作或活動的相關知識       

23.我會在各辦公處室或文宣品擺放處閱讀 

教育新知或輔助教材                        

24.我會利用佈告欄或網站得到學校訊息               

 

知識管理步驟 3-知識分享與傳播 

25.我會透過寄送電子郵件與其他人分享工作經驗 

26.我會在教學研究室談論有關上課的情形      

27.我會在會議室或簡報室提出工作的困難與解決 

方法                                      

28.我會在交誼廳或其他非正式交誼場合與其他人聊 

工作心得與感想     

 

 

 

 

 

知識管理步驟 4-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 

29.我會將檔案記錄分類存成電子檔供各校讀取使用             

30.我會將教材書面資料放置在某固定空間讓日後 

取用方便       

31.我在從事行政工作時要找尋過去的公文資料快速        

32.我能方便查詢到飲水機或其他物品的借還或維修 

記錄以了解學校事務運行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
未
如
此 

 

不
常
如
此 

 

大
部
分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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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步驟 5-評價與量測知識 

33.我會透過網際網路檢討工作缺失作為改進方法   

34.我會在教材準備室或教材製作室分析教材、參考 

書或網路資料是否適用於課堂教學上                               

35.我會在會議室或簡報室為其他人評估目前的 

工作情形                                  

36.我會在陽臺或其他休憩空間與他人共同討論自己 

的活動成果 

 

最後，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請您再提供多點意見與建議，感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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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訪談大綱 
校長 

1. 請簡單描述您個人目前的職位，及您過去的在校經驗。 
2. 請問您的治校理念為何？ 
3. 請問您最常使用的學校空間有哪些？您的滿意度為何？ 
4. 請問您對於學校在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上的了解情形如何？ 
有哪些已落實或規畫中？ 

5. 請問您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作法有何建議或意見？ 
 
總務主任  

1.請簡單描述您個人目前的職位，及您過去的在校經驗。 
2.請問貴校學校空間規畫的情形為何？ 

(包括：班級分配圖及學校公物採購、管理、維修、) 
3.請問您最常使用的學校空間有哪些？您的滿意度為何？ 
4.對於學校在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上的了解情形如何？ 
5.請問您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作法有何建議或意見？ 
 
資訊組長 

1. 請簡單描述您個人目前的職位，及您過去的在校經驗。 
2. 請問貴校資訊管理系統的架設狀況為何？ 

(全校電腦數、軟體使用情形、班班是否有電腦、學習使用資訊設備的
情形、保護及維修情形、主機放置處…等其它情形 

3. 請問您最常使用的學校空間有哪些？您的滿意度為何？ 
4. 請問您對於學校在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上的了解情形如何？ 
5. 請問您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作法有何建議或意見？ 

 
設備組長     

1. 請簡單描述您個人目前的職位，及您過去的在校經驗。 
2. 請問貴校教學設備使用的情形？ 
3. 請問您最常使用的學校空間有哪些？您的滿意度為何？ 
4. 請問您對於學校在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上的了解情形如何？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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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作法有何建議或意見？ 
 
主要從事教學活動的導師 
1. 請簡單描述您個人目前的職位，及您過去的在校經驗。 
2. 請問您喜歡操作學校資訊系統嗎？(電腦、多媒體設備等) 
3. 請問您最常使用的學校空間有哪些？您的滿意度為何？ 
4. 請問您對於學校在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上的了解情形如何？ 
5. 請問您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作法有何建議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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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 

記錄日期： 

連 結 更新日期 最新公告 
(新增篇數來源) 

論壇聊天 
(新增篇數或次數)

學 
校 
名 
稱 

成功 失敗 今日 昨日 更早 校長室 教務處 訓導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其他處室
5以下 6~10 

11以
上 

市  立  國  民  中  學 
介壽               
民生               
中山               
敦化               
興雅               
永吉               
榴公               
信義               
仁愛               
大安               
芳和               
金華               
懷生               
民族               
長安               
北安               
新興               
五常               
螢橋               
古亭               
南門               
弘道               
中正               
建成               
忠孝               
民權               
蘭州               
重慶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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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               

記錄日期： 

連 結 更新日期 最新公告 
(新增篇數來源) 

論壇聊天區 
(新增篇數或次數)

學 
校 
名 
稱 成功 失敗 今日 昨日 更早 校長室 教務處 訓導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其他處室 5以下 6~10 11以上

雙園               
龍山               
木柵               
實踐               
北政               
景美               
興福               
景興               
誠正               
成德               
內湖               
麗山               
三民               
西湖               
東湖               
明湖               
士林               
蘭雅               
至善               
格致               
福安               
天母               
北投               
新民               
明德               
桃源               
石牌               
關渡               

總  計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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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彙整表 
記錄日期  
連結情形 成功連結_____校；失敗_____校 連結成功率___﹪ 
更新日期 今日______校；昨日______校；更早______校 更新學校名______
最新公告 處室有新增篇數的學校數： 

校長室_____校、教務處_____校、訓導處_____校
、總務處_____校、輔導室_____校、其他處室___
校 

今日公告次數最多

的處室是

________________

論壇聊天 新增討論篇數或次數： 
5篇以下___校；6~10篇___校；10篇以上___校 

今日討論平均篇數

______________篇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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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訪談稿 

重慶國中校長 

1.背景 

2.治校理念及發展願景 

(1) 絕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回歸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告書說，把每位學生帶上能…  

(2) 創造溫馨關懷的校園：學校就像大家庭一樣，校長就像大家長，老師就兄弟姐妹一樣，師

生… 

(3) 重視身教及言教：佈置溫馨及吸引力的教育，所以對於校園的綠化及美化工作，雖然校舍

不… 

(4) 實施全人教育：台北市教育發展綱領三大目標(全人教育、完全學習、生命教育)。全人教育

就是適性教育，因為每個人都有個別差異，教育雖然不符合所有學生所以對於學生的才能

及潛能都能充份獲得發揮，… 

(5) 全方位的學校行政：教育工作重要的幕後推手，行政效率若高且連繫好，對於教學支援及

協… 

(6) 精緻、卓越與希望：自我實現的教育，依局長的概念（精緻教育）以提昇教育品質讓每位

學…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知識管理是這個地區不足的地方，因為是老舊社區且家長社經及教育程度也中低，但是他

們對於孩子的教育很重視，…各校有其特色及缺點，這個學校可以做得到的在別的學校不一定

做得到。而環境地域空間場地的限制，…… 

重慶國中總務主任 

1.背景 

2.空間規畫及學校營繕工程 

(1) 學校是一個目字型的學校，33年的歷史，民國 58年只做外牆修繕，之後還有…屋頂、外牆

、川堂的修善，以前是重慶女校(花木扶疏)及明倫男校(高中)，後來男女合校難維護。 

(2) 大項整修：編列大筆經費，今年編 明年做(並非今年編，要分中長期計劃) … 

(3) 維護：有維修單，沒有上網且工友都沒有電腦，1,2天都會即時修好，但是水電會老舊得快

，還有園藝及木工及教室課桌椅的修繕平常都要做的(都有專責人員負責)。 

(4) 損壞程度：國中比高中和國小嚴重，因為國中生身心比較不穩定，正在發展階段只能見招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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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超，又自然比人為多。修完就公告學務處宣導(代表使用單位)，例如：節約用水。 

(5) 長遠性：重建的遠景(重新打掉)但是主任只能做 3-4年，且專業知識不夠，只能不斷做修繕

而已，故在現實面上只能不斷努力，但是很難。又政府採購法，88年 5/27通過並開始實施

，很多人不敢接總務工作。 

(6) 本校的校地不大又後接高速公路，有空氣污染及噪音(有用氣密窗)，停車也是個問題(40/62)

，屋頂老舊而漏水，殘障設施很少，可以規劃但是需要時間及空間還有經費 …… 

重慶國中資訊組長 

1.背景 

2.學校資訊管理系統與建議 

(1) 辦公室就是和主機在一起：因為學校設備都是由教育局分發然後由廠商去處理…資訊組長

都是在維護，廠商連結好伺服器及我們。 

(2) 班班有電腦，行政人員一人一台…會用的大部分是新進的老師，單槍是專科教室有其他都

要用借用的，單槍配備只有 7台，軟體都是用基本的，例如：OFFICE、PHOTOIMPACT。 

(3) 學校老師進修研習都是由學校開課，在寒暑假，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教職員會參加…… 

重慶國中設備組長 

1.背景 

2.學校設備項目及教學資源管理 

(1) 使用率高的是電腦、實驗室、視聽、圖書館、音樂及美術，有幹事小姐幫忙登記…。 

(2) 教學設備由設備組管，還有資訊組幫忙管…現在辦轉移由資訊組長統籌規劃電腦。 

(3) 採購汰換都由教育局統籌編預算…現在設備都要有專案計畫，教育局統籌掌控我們來配合

。 

(4) 有裝氣密窗可隔噪音…如果經費太龐大會逐年編列，而且教育局有新成立的學校且設備很

好，所以舊學校的話還可以用的設備都繼續延用。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 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情形 

我覺得 KM有很多定義，知識有隱性和顯性及內化轉化等，老師的專業若是體驗式的或許

要有專題討論的方式表現出來…空間規劃大部份老師都以班級為主。 

(1) 圖書館的利用…希望未來能建立資訊中心…… 

重慶國中專任教師 

1.背景 

目前是理化教師，兼地科教師，今年不是導師而是教二、三年級的學生，教學經驗有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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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用學校空間的想法 

(1) 教理化時比較少用到資訊設備，但是教地科比較常用到(應用科學比較常用到) …空間較大

當分組時學生容易分心，有時看錄影帶很方便但是要再進行其他教學活動比較不方便。 

3.常用空間及滿意情形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我覺得身為教學者比較適合現成的教材，雖然自編教材會比較好用但是負擔會比較重。 

(2) 領域研究時間是每星期二下午，地點在實驗室(有桌椅很方便且又沒有其他的空間) …有用

學習單來記錄教學的歷程，我沒有變成檔案都是記在我的腦子裡。有的老師很有心會將教學

歷程攝影下來，他是用實驗的方式來教一個班，他也是有意要變成教學檔案…用資訊設備秀

出來跟寫在黑板上給學生的刺激是不同的，我一般是用手寫的…… 

 

中山國中校長 

1. 背景 

2.  治校理念及發展願景 

中山國中於民國 67年成立，至今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經五任校長，規模為中型…

對於學校情況希望能多了解。 

(1) 提昇教師知能訓練：讓各領域老師能多參與校外研習。 

(2) 開創七大領域教室：…國外還有「長時段排課」正如國內的「彈性時間」，這就和領域空

間有關，…讓學生有美麗的學習感覺，每一個學生有感覺的部分不同，對學生生命有意義

的、能與他們生命結合的並非是刻意經營，但不同部分造對學生未來的影響是不同的，我

們希望能多一點引發、多一點觸動。特別的是國文科的領域教室，有一群對經營教室感興

趣的國文實習教師(其中有位是中山國中的畢業生，並且雙修美術)共同讓國文領域教室很有

「發思古之幽情」的感覺。實在是可說「成效與影響力是超乎空間與時間的」！ 

(3) 提昇學習興趣：讓學生不被鐘聲所操弄，…若能對他們有一點影響力，觸發不同心靈的感

動那就真的很有價值了！ 

3. 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 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學習動線：領域教室應集中，其他普通教室的動線也應再規劃，讓學生的學習是順暢的…

。 

(2) 目前領域教室都有單槍和 DVD，配備齊全時老師也比較願意用，也會參考使用率…辦公室

之間應該要集中在同一棟，能夠集思廣益的規劃是最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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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建議空間與知識圖文並茂，相輔相成才能使概念清楚…… 

中山國中總務主任 

1.背景 

2.空間規畫及學校營繕工程 

(1) 目前學校配置是早期規劃後來慢慢改變的…消除安全死角及不好管理的問題解決方式。 

(2) 綜合教室原本空著的大教室，後來因最近推行教學輔導教室…教育局有補助經費。 

(3) 本校要突破的是早期一棟一棟蓋並沒有整體規劃…殘障電梯就沒有，雖然在川堂想做但是仍

有其困難。 

(4) 校園社區化來說本校配置不太理想。不錯的地方是動靜分明…管理及規劃還需要時間，辦活

動時場地外借或活動中心也可外借…不過我覺得他是學校與社區的很好橋樑，…未來可能改

成社區大學，不過大家不重視會有些無力感，師資也是個問題，…。 

(5) 總務像是搭舞台的工作，例如：綠色學校是一種環境教育，結合各個處室由總務處…課發會

讓課程領域深植到生活領域上去，而不是當一件事去做。 

(6) 我們會讓各處室先提預算，今年度提下年度預算，最後由總務處整個彙合，優先排順序看看

需要什麼設備，再由主管會報決定誰先誰後，一般考慮以學生為主，當經費不夠又必須做時

就由家長支援，例如：課桌椅汰換沒有編列，家長會有人提就用一些錢然後家長會支援部份

，有些學校會作的家長有一部分會支援，所以本校要做得話都是還好…… 

中山國中資訊組組長 

1.背景 

2.學校資訊管理系統與建議 

(1) 機房就是資訊組長的工作地方(學生不準進來，老師借用器材才會進來，就在教務處隔壁)。 

(2) 學生不能使用班級電腦或借用電腦教室，除非請各班資訊股長整理資訊櫃，學生和教師使用

的軟體清單如給的資料…學困班也有上電腦課，教室內有網路孔，單槍借用不太多而老師只

在七大領域教室上即有此設備。 

(3) 有時國英數要趕進度時就不會特別使用影音的教學方式，但是每個老師都要通過資訊管理評

量(windows, excel, word, PowerPoint, IE任選三科及格)。 

(4) 2004年 3月 1日會將目前中山網站換新的，目前正在測試中。 

(5) 維修大部份都是由自己負責，除非是螢幕或鍵盤本身就壞，或真的自己沒辦法解決就要請廠

商來…機房的主機有 UPS是停電用來保護；主機設備：ATR(ADSL)—2yxel(路由器)—GNAT 

Box—防火牆…… 

中山國中設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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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2. 學校設備項目及教學資源管理 

(1) 所有特科教室的鑰匙由設備組來管；單槍由特科教室來發展，當要資訊融入教學時就在特科

教室來上課…每個領域都有領域教室（數學及國語及英文及健體都有單槍）…。 

(2) 教學設備添購有經費最好，包括老師的 NOTEBOOK，要添購的部分是 DVD…。 

(3) 實驗器材都夠只是擔心九年一貫課程改了之後…經費有點不足（經費有排擠效應，買了這個

就少了那個）…。每到上學期就會比較麻煩，學期後會做調查看使用的情形，如果有不滿意

（更換權由老師決定）就再由設備組去更換…未來業務會越來越重。 

(4) 圖書室是設備組管的，有一個幹事幫忙，要新增藏書都由設備組負責…老師除了上課外還有

相關行政工作占了大部份時間，甚至有借書也拿到自己辦公室去看。 

(5) 借書系統有建立但是目前正在做，希望 92年可以開使用（分九大類）…… 

中山國中專任教師 

1.背景 

目前是一、二年級的數學教師(一年級的導師)，已任教 21年了 

2.運用學校空間的想法 

(1) 領域教室…比較有情境上的作用。但是缺點就是要花 5-10分鐘整理乾淨，然後要鎖門。 

(2) 在分組教學時會比較亂(學生比較吵)，學生會討論或會開玩笑…的確感覺不錯，大家都很熱

列地上黑板表達意見…進度都是一直在趕的…。 

(3) 在傳統教室學生都有獨立的空間，老師在掌控資訊上比較方便…。 

(4) 領域教室每天都有人在用，早自修有各班篩選過的同學數學資優生在使用…。 

(5) 現在九年一貫課程，很多東西都是屬於操作性的，在教室內就可以操作了…這樣就可以達到

教學的目的了。數學領域不像國文領域那麼有特色…數學老師會利用那個地方開會。 

3.常用空間及滿意情形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我本身不上課本，因為我有自己的講義共六冊(融合課本、習作、課外補充及參考書貫通後

由淺入深把它介紹出來成自己的)，那我自己電腦比較不好，但是我的經驗比較多，所以就

請比較年輕的老師把我的講義打電子檔作成磁片，我上課就跟她共享，還有其他老師跟我要

講義就會提供給他。 

(2) 我們還會彼此出題目，每個人出不同章節然後給全校學生共用當成一個教材…有聚在一起… 

(3) 經驗老的老師傳授給經驗年輕的老師，我曾帶過實習教師，我就是直接把經驗傳給他，…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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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上老師比較沒有問題，所以沒有「急迫性」…未來領域教室會成為「數學資源教室，所以

數學器材、書本、都會放在裡面，而數學老師可取用教材或查閱數學圖書的地方…現在是老師

跑班，如果讓學生跑班的話就會比較好，…領域教室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就可以讓學生跑班

了…… 

 

 

 

敦化國中校長 

1. 背景 

2.治校理念及發展願景 

(1) 規畫要教育導向，再融入建築技術…規畫要功能導向，硬體配置再進去，例如殘：障電梯和

坡道是在 74年就想到了，整體設計分期施工。 

(2) 配合九年一貫教改將教育理念具體化，本校獲得六項評鑑優等。 

(3) 有愛才有動力—愛跟榜樣：說服所有同學和同仁就是做個榜樣。 

(4) 紀念獎牌是一份榮耀也是一份責任：辦公室的特色是一進門就會看到桌上的水晶碗，是學生

獲得志工菁英獎(個人獎)，但是因為學校能栽培出這樣的學生於是也同時表揚學校是模範學

校，也是激勵學生成為標竿學習。 

(5) 無標語的學校：標語應該只是讓學生做出來，否則就只是提醒在牆上，實應該內化在心裡上

才是，而學業是本份那就更要做好…重視生活教育…開放的校區：原本是要做無圍牆學校，

但是學校外側有交通道路，人車多，安全不易管理，後來還是有圍牆，只是仍能容易從校外

看到校內環境。而且學校是沒有鐵窗和鐵門，例如：有鐵窗的總務處也是上班時捲上去，下

班才放下來。 

學校已初具知識管理的模型了，但是軟體配合要與時並進、要充實，每年編列預算。就像

再新的學校也必須要有年度的維護經費，即研發費。談到此該說，學校與教育經濟不能分離，

人力素質一定要提昇，品質應精益求精，因為學校是社會的雛形…… 

敦化國中總務主任 

1.背景 

2.空間規畫及學校營繕工程 

(1) 採購一年一次(共 72個班)，大環境設計已很不錯了(乾淨俐落沒有標語的學校)。採購小組

共九位(沒有校長)，召集人目前是訓導主任、還有教務主任、教師會代表、二位組長(其中

一位是事務組)，人事和會計負責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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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處室的無障礙環境(廁所入口高低差多且坡道不長)、停車問題(空間不夠)、蓄水池水泥應

貼上磁磚、結構補強(接縫補強可防震)、屋頂防漏工程(七月開始作)、跑道(紅土)要改但珍

惜傳統不汙染(PU)。 

(3) 維修由事務組負責(事務組分散在各處室了，教務和訓導各兩位)。 

(4) 學校要維修的部份：漏水嚴重、磁磚脫落、管道間(冷氣、電腦擴音器的線、會議室線路問

題)、影印機年限五年(92年度)。 

(5) 依共同項目編列標準，購置物品設備編列基準辦理，修建工程項目依本校中長程發展計劃

資本門經費需求預估表辦理，教育局統籌分配辦理…… 

敦化國中資訊組長 

1.背景 

2.學校資訊管理系統與建議 

(1) 最近採買的都是老師用的教學軟體，例如：NHK拍的影片一套…都是全校授權版…。 

(2) 軟體使用情形：OFFICE老師都有參加資訊研習…本校老師參與人數大約 20-30人左右… 

(3) 維修：每一天我大概有兩臺電腦要修…NOTEBOOK壞掉也自己重新 GHOST掉就好…目前

是用WIN2000到 SP3就沒有入侵的情形了…。 

(4) 學校教育沒有想到資訊教育發展很快，而且東西很多，因此有些學校減班才會有空教室…

每一台都有密碼…學校有借閱系統，透過網路都沒有問題，每一班都可以上網，班班有電

腦，每個班有兩個上網點，另外規劃無線網路…或者基地台設多一點設在各辦公室…。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因為學校的整體發展就敦化來說從來沒有減班，且這個單位是最後成立的，所以資訊組剛開始

只是一個成績處理系統（不是網路版的）只需要一台主機和幾個工作站，直到主機數量不斷增

加，（郵件＋網頁主機＋校務行政主機兩台＋VOD）空間規劃有必要重新來…… 

敦化國中設備組長 

1.背景 

2.學校設備項目及教學資源管理 

(1) 教學設備：每間教室都有電視和電腦。 

(2) 電視是透過中央播放系統。給老師上課時配合用錄影帶，共有三條線，每層樓配一條線…

目前只有放訓導的宣導影片…學生喜歡看大螢幕。 

(3) 電腦：無法人手一台，…有 80~90位老師在用…老師借用單槍和錄放影機的情形很普遍。 

(4) 設備：…目前最熱門的是錄影帶轉成光碟的錄像機……光碟(mpeg檔)會比較好保存。 

(5) 辦公室：15間由 5個導師和 3個專任老師使用，每一層樓有五個班，每一層樓的第一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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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師的辦公室，總共五層樓，有三棟樓。 

(6) 教師和主任的借用沒有特權，用完就還沒硬性規定，音樂老師可以借 CD player、英文老師

可以借錄音機…單槍 20多台有時借到沒辦法借了，借閱方面由設備組的幹事來負責。 

(7) 領域教室由專門老師們(3-4)自己負責…。圖書館是開放空間，同學們蠻喜歡進來看的…老

師開書單若是一套…學習護照：一學期大約 30本由老師開書單，要寫心得感想會給認證。 

3. & 4. & 5. 

(1) 很多學校都羨慕我們是圖書”館”，樓中樓的，研究和教學都可以融合…公園化的校園…書

籍已用電腦…還有就是要解決電源的問題…… 

敦化國中專任教師 

1.背景 

國文，一畢業就來敦化了，已有十年多了 

2.運用學校空間的想法 

(1) 連絡比較不方便、對於熟識的老師比較少，不同辦公室就會比較陌生，但是師生比較密切…

若在大辦公室的話，學生會比較畏懼。未在大辦公室待過，不知道那種情況。 

(2) 辦公室會隨著任教年級每年搬動，但是在辦公室內導師共五人再加上任科教師三人…。 

(3) 每年搬就會讓自己去整理東西，我覺得比較好…若能早一點知道自己的位置會比較好…。 

3.常用空間及滿意情形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國文是星期四下午有個研討時間，會工作檢討和工作分配；最近九年一貫…。 

(2) 覺得我們學校老師都還蠻願意將自己的資料分享給其他老師用，我自己也願意把教材教法都

分享出來。教學是需要經驗的累積，教材比較不會有問題…實習老師以一年級老師來帶…… 

 

實踐國中校長 

1. 背景 

2.治校理念及發展願景 

(1) 回歸教育本質：有良好的學習環境(硬體和軟體的設備、師資、成員互動、校風，透過有效

的教學活動、儀式、典禮，都讓師生達到預計目標，這就是教育的目的) …理念是上位引導

行為的觀念和想法，辦學不是為了拼升學而是學校辦得好則學生升學是自然的事情… 

(2) 回歸教育本質：我們要給予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學習態度。要經常檢視我們要給學生什麼價

值觀…資訊的東西可以強化時效，但是有些是需要時間蘊釀，故治校要考量這些需求。 

(3) 回歸教育本質：每一個師生在學校都能夠得到最好的關懷、協助和成長，學校辦學願景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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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思廣益，就是溫馨關懷、優質卓越、創意前瞻、團隊合作，可符應世界潮流趨勢和未來

生活能力。 

(4) 理念上每個孩子都可受教育的，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未盡責老師和家長…應是五育均衡，

故學校教育教出會叫的野獸，品德人際卻是低能。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本校是資訊重點學校，故在 90年上半年有資訊補助經費，每班教室包括專科教室有電腦和

單槍投影機，其中一間電腦教室也更新成液晶螢幕，也因為本校教師在資訊素養評鑑在前

面故，每班都像專科教室(普通教室專科化)，之後朝向無線網路網域區，這樣更方便。 

(2) 本校負責在 3月承辦台北市中小學班級網頁競賽，由各校報名，6月初我們評鑑作比賽的結

果送呈教育部，故本校應用老師的專長來執行這個計畫。本校有資訊組長、系統管理師、

各領域種子教師…… 

實踐國中總務主任 

1.背景 

2.空間規畫及學校營繕工程 

(1) 早期：學務處統籌規劃(協商及交換意見)配合教學設備(設備組)；總務處：負責教室牌或班

級班；維修：基本機制是每位工友都有責任區，最好能主動出擊，立即發現立即維修，…

因為學校是資訊重點學校，希望未來朝向線上維修，但用人力素養和配套(資訊設備要充足

等)。 

(2) 當年在教務主任工作第二年時，新的課程標準是： 

 …電腦課程配置 2間電腦教室、教師本位進修有「兩間教師研究室」。 

 圖書室在活動中心，距離老師辦公室較遠，因此改成「教材編輯中心」，提供老師

專業對話和小組研討的空間，…整體空間配置是維持過去以往的配置，早期在規劃

時就有 47間普通教室，還有…。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知識管理應該是「資訊化、精緻化、人性化」，人性化是指文明，學校應提供教職員育嬰室、

警衛室應該再設計、休閒和交誼廳也應規劃，只有會議室和圖書室比較有文化氣息。成為精緻

化的學校。比較多元化的改變、有系統的分工…… 

 

實踐國中資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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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2.學校資訊管理系統與建議 

(1) 一個辦公室以導師為單元，有三個年級的導師辦公室，2間是專任老師辦公室…還有行政單

位(即教訓總輔都有一個種子老師)。 

(2) 大部分都是配合教育局的資訊教育白皮書規畫…每一年都有資訊軟體採購…維修教育局也

有和招標的廠商簽約~三年保固…不想再規劃 notebook因為這一兩年應該可以花在電子書上

面，可以取代 notebook。未來是學生學習的主體，學生和老師都有一台…有資訊推動小組

故要經過大家同意並規畫後配合教育局才行。 

(3) 目前有系統管理師負責網頁部份…可減 6堂課的兼職老師，不算行政年資內。 

3.常用空間及滿意度 

4.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情形 

(1) 希望建立完整的”教材資源庫”(教師自己做或資源統整) …網站內有檔案上傳系統，老師可

以線上評分…且各領域有要求建網站…全校能統整到各領域互通。 

(2) 希望我們學校能作一個模範…老師要了解自己需要什麼而不是有什麼才用什麼…資訊組長

要定位清楚…應該要有資訊的敏感性，懂得資訊的原則性問題…… 

實踐國中設備組長 

1.背景 

2.學校設備項目及教學資源管理 

(1) 本校是資訊試辦學校，班班有電腦(PC)和單槍，有老師自編教材…各領域不在管轄範圍內

。 

(2) 本校採網路化（可預約專科教室）…目前事務性增設副組長出缺，設備組只有一個幹事及

一個實習老師（圖書管還有一位幹事）…實驗室使用率高，還有一般錄放及數位相機。 

(3) 電腦教室由設備組維護，依事情輕重緩急來處理，借用器材向設備組借。 

實踐國中專任教師 

1.背景 

理化教師(二、三年級)今年沒有帶導師，教八年了。 

2.運用學校空間的想法 

(1) 比較期待每個老師有自己的專科教室，有很多東西就可以準備好…。 

(2) 若是教師有一間自己的專科教室，在運用上面比較方便…希望學生能從生活上去學習。 

(3) 如果老師有自己的專科教室，就不需要實驗室了，器材借用不是問題…。 

3.常用空間及滿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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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知識管理空間概念認識及應用情形 

(1) 星期二下午理化教師有研討會的時間，討論內容有課程、自己專業研習或多媒體研習等事，

內容很多很廣泛。 

(2) 理化老師間如果有問題的話就直接找老師問，新教師如果有問題我也會願意分享，領域時間

只要有空都會互相討論。 

(3) 我教材有電子檔，也都把它放在網路上了，除了放在學校網頁，也放在母校的物理系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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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問卷調查(開放問答) 

一、 學校空間與設備選項的多元情境 

(一) 資訊管理系統與設備 

 060303(2)：「公文張貼」是我在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常作的事。 

 060510(6)、：電子公文交換系統及公文管理網頁系統是常用的資訊管理系統。 

 040533(6)：「公文管理系統」及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是我常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110606(6)：公文系統是我常用的資訊管理系統。 

 020402(6)：網頁版公文系統、「康大公文電子交換」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系統管理

系統。 

 030102(6)：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但是教師兼導師很少

使用資訊管理系統；也有些教師會自備電腦。 

 060210(4)：「成績維護系統」是我常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10402(4)：「電子信箱」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40605(3)：「FTP」是我常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30417(6)：「會計系統網路」、「教育局網路」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40109(6)：「基金會計系統」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30321(6)：「教育會計系統」是我常用的資訊管理系統。 

 020411(1)：「國家圖書遠距服務」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40403(6)：「健康資訊管理系統」(教育部體育司下載)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規畫學校資訊管理系統時，應考量「政府政策」。 

 030505(1)：開會公開資料、剪報、贈書單是我常會使用到的資訊管理系統。 

 070118(5)：我常查詢其他網站資訊。 

 080106(4)：在資訊管理系統我常會製作資料。 

 070303(2)：我常在資訊管理系統處理資料檔案管理、修改。 

 090403(2)：我在資訊管理系統常在進行文書處理的工作。 

 110115(2)：我常查詢活動辦理之行政資料庫(資訊管理系統)。 

 110509(2)：我常會查詢網路其他資源。 

 100205(4)：我很少使用(偶爾看)資訊管理空間(上述勾的二項)。 

 120403(3)：管理式建設網站太費人力，如果利用現有的可能會比較簡單。 

 080510(2)：本校資訊管理系統還包括「綠色伙伴學校線上網站資源」(與行政相關)；「讀

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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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機」是我常用的資訊管理設備；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應考量「保管與有系統的資源共享

」。 

 010114(5)：使用資訊管理系統及設備需有個人專用設備及空間才能得心應手的使用。 

 030108(2)：規畫學校資訊管理系統時，目前是資訊組統一作業需求，並無其他管道建置

，故考量因素可能不夠完善。 

 030207(3)：規畫學校資訊管理系統時，應考量資訊人力且上層教育單位能提供支援。 

 040312(1)：規畫學校資訊管理系統時，應考量「稅民的負擔」。 

 050302(4)：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還要考量學校「維修與管理人手」的因素。 

 050403(5)：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還要考量「機關首長決策權」的因素。 

 050406(4)：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還要考量「個人的興趣」的因素。 

 050414(6)：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還要考量「方便使用與否」的因素。 

 060208(1)：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還要考量「資訊的豐富程度與條理」因素。 

 080603(2)：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時應考量「未來世界潮流」。 

 

(二) 教學空間與設備 

 010224(2)、040223(2)、120117(3)：「團輔室」或「諮商室」是我常會使用到的教學空間 

 060210(4)：「語言教室」是我常使用到的教學空間。 

 060304(2) 、110606(6)：「會議室」是我常使用到的教學空間。 

 070218(3)、110515(2)：「教學廣播」是我常用的教學設備。 

 070310(6)：行政辦公室是我常用的教學空間。 

 080115(4)、080403(2)、100105(2)：運動場(操場)、籃球場或綜合球場是我常用的教學空間 

 080407(5)：「資源教室」是我常用到的教學空間。 

 070113(5)、120117(3)：「DVD機，錄放影機教學」是我常使用到的教學設備。 

 090518(3)、100205(4)：黑板、粉筆、麥克風教學是我常用的教學設備。 

 110422(6)、120203(6)：辦公室是我常用的教學空間。 

 110618(3)：「音樂廳」是我常用的教學空間。 

 040403(6)、060104(6)：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健康中心」。 

 060313(4)：在教學空間或行政空間，我常使用「教材製作中心」。 

 120605(4)：「裝訂機」是我常用的教學設備；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設備數量要夠、

替換要快速、教學參考資料要夠豐富、新穎、多元」。 

 060311(2)：我常「自製教具」為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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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19(2)：我常用「書面海報」等教學設備。 

 010208(5)：影響規畫學校空間的因素應包括行政和教學的問題，如：專用教室的教學空

間借用問題。 

 120102(4)：本校實驗室的空間設計太狹小，部份設備老舊造成使用不變，若能在班級或

多數教室設置單槍，能增進教學效果。 

 070118(5)：視聽教室之錄影機，DVD播放機是我常用的教學設備；規畫教學空間時本校

因普通教室之視聽設備採中央控制，常有無法操控，狀況無法即時處理之嘆。 

 050310(3)：規畫教學空間時還要考量學校「有沒有多餘教室或空間」。 

 060303(2)：規畫教學空間時還要考量「專款改善教室」這部份。 

 070303(2)：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良「容易使用與否」。 

 080306(2)：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學校的空間。 

 080603(2)：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學校空間規劃」。 

 090317(2)：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使用的方便性」。 

 110622(3)：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個人專業能力」。 

 120218 (4)：規畫教學空間時應考量「考試領導教學」的因素。 

 

(三) 行政空間與設備 

 010411(5)、020206(3)、020217(6)、030113(4)、040113(4)、040518(4)、040522(4)、

070109(5)、080402(4)、090110(2)、110611(5)、120506(2)：影印處(油印室)是行政設備中

或其他學校空間常使用到的。 

 040309(6)、040507(2)、040534(6)、050202(1)、080116(6)、080117(6)、090111(6)、

090511(2)、110110(6)：行政職員沒有使用到教學空間。 

 030501(5) 、050117(2)：「課發室」或「課程發展中心」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行政空間。  

 040504(4)：「教師會辦公室」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行政空間。 

 110115(2)：「資訊室」是我常用的行政空間。 

 110606(6)：「檔案室」是我常用的行政空間。 

 050203(2)：「工作站」是經常會使用到的行政空間。 

 120605(4)：「身心靈提昇室」是我常用的行政空間。 

 110207(3)：「教學資源中心」是我常用的行政空間。 

 050308(2)：「碎紙機、影印機、傳真機」都是我常用的行政設備。 

 060210(4)：「網路工作室」是我常使用到的行政空間；「影印機、油印機、印表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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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使用到的行政設備。 

 110207(3)：「海報機」是我常用的行政設備。 

 090518(3)：「廣播」是我常用的行政設備。 

 070118(5)：視聽教室之錄影機，VCD播放機是常用的行政設備。 

 070124(1)：傳真機和影印機是我常用的行政設備。  

 070210(4)：筆記型電腦是我常用的行政設備。 

 090104(4)：圖書室資料應包括在行政設備中。 

 040109(6)：規畫學校行政空間時，應考量教師會、家長會對校務之要求。 

 040403(6)：規畫行政空間時，應考量「健康中心」；規畫行政設備時應考量「佈告欄」 

 050310(3)：規畫行政空間時還要考量「教室大小」的因素，如系管室太小，無儲藏室。 

 050414(6)：規畫教學空間時還要考量「空間不夠、借出及搬運麻煩、暖機時間的浪費」

的因素。 

 080603(2)：規畫行政空間時應考量「各處室人力配置」。 

 

(四) 共同使用空間與設備 

 010402(4)：「韻律教室」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共同使用空間。 

 040601(2)：「體育館」是我經常會使用到的共同使用空間。 

 060313(4)：「教師會」是我常使用到的共同使用空間。 

 080510(2)：「社區活動中心」是我常使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110206(2)：「資源回收室」是我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110622(3)：「會議視聽教室」是我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040109(6)：「走廊」更是我經常使用到的共同使用空間。 

 070118(5)：「樓梯」是我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050308(2)：會議室、簡報室是我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090518(3)：我沒有”經常”使用的其他共同使用空間。 

 090203(1)：川堂、球場、「校門口」、圖書室、視聽教室是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120506(2)：川堂、體育場地是我常用的共同使用空間。 

 020210(2)：規畫學校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量「學習需求」。 

 050414(6)：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時還要考量「使用需求度」的因素。 

 030207(3)：規畫學校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量場地、學校大小。 

 060506(3)：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時還要考量「校地大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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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09(2)：規畫學校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量「教育政策」。 

 080501(6)：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量「使用人數與設備比例」。 

 100210(2)：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該要「夠用，不會發生搶廁所的情況！」。 

 120605(4)：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量「替換、修理的服務更人性化」。 

 

二、 學校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另類思潮 

 010107(2)：以心靈管理為基礎、知識管理為手段、資訊管理為技巧、生涯規劃為終極目

標。 

 010411(5)：對於「教師辦公室」的配置雖以五間教室有一間辦公室，但是每年要搬遷十分

麻煩，「辦公室」大小又不夠感覺擁擠、「個人」分配空間真的太少。 

 020104(6)：應善用圖書室，媒體中心。 

 020206(3)：最好能每位教師都配有一台電腦，並增設一間教師專用的電腦教室、領域會

議室。 

 020206(3)：學校空間應考量校地規模。 

 030207(3)：只是理想。 

 030210(5)：設備新穎但空間普遍不足。 

 030320(6)：資訊設備的提供與需求能適宜的分配。 

 030508(2)：還應注重實用性，空間藝術化。 

 040115(2)：1.應提供老師及學生私人及開放之網路空間；2.學校可依使用者身份(行政、老

師、學生)或教學科目或興趣不同，而以信件傳遞方式公布訊息，例如研習資料、公告資

料、教學資訊等；3.學校的設備之更新服務及設備維修及解疑要更週到、順暢，否則資訊

管理會變成很麻煩的一件事；4.規畫資訊管理系統應考量因素包括虛擬工作動線的設計、

資訊的更新及替換要夠方便且快速，並全面性的推廣及深入生活，還有專業的顧問團對提

供建議；5.教學空間應考量因素是設備數量要夠、替換要快速、教學參考資料要夠豐富及

新穎及多元；6.其他共同使用空間要考量的因素是替換 修理的服務更人性化。 

 040120(4)：1.本校電腦設備老舊、常故障 (100多位老師辦公室卻無好用的電腦)，投影機

70班僅一臺是活動式的；2.花大錢在班上裝網路線學生卻無設備用；3.數位相機、攝影機

、CD-RW、軟體，未能有效公佈管理，成為行政人員所私用。 

 040403(6)：1.除了有形的空間規畫，要提昇個人的注意力，警覺心及對知識的重視，自然

會去注意運用；2.定期以主題式的知識為主，不斷更新來刺激感官及滿足對知識的渴求。 

 040504(4)：本校教師辦公室的桌上型電腦數量太少，否則可規畫每位教師座位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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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插接上網。 

 050122(5)：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應該「要視學校大小」而定。 

 050406(4)：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應該是「善於管理知識、運用知識，才能發揮知識

的極限」。 

 060208(1)：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應該是「減輕一些煩鎖且意義不大的行政作業，如

每月員工薪水就要蓋 120個章，同仁交通費… …政府採購法的執行」，應有助於將精力

，腦力用在知識管理的績效上。 

 060210(4)：1.油印機及影印機使用多但拆損情況十分嚴重，需要校方及教師雙方，在有限

的預算下，共同討論研擬維護及使用器材的機制；單以改策性宣導或評量考試以強制老師

資訊化教學的成效並不卓著，往往流於形式化的考查。如果提高使用資源並排除現有之障

礙(例如：時數不夠有進度壓力、教室不夠、班級秩序之有效管理… …)，需校方、老師，

甚至社區及家長達成共識、相互合作。 

 060409(5)：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在校有「專業教室內設備不足」情形。 

 060410(5)：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在本校是一般教室沒有什麼放映設備，投影機較少

的情形，我不了解是否有「教材準備室」。 

 070205(6)：我覺得有良好的空間與優質的學習環境必能將學習的品質提升，似乎可以規

劃統一的作業區塊，以避免過多的噪音而妨礙他人的工作心理。 

 080309(4)：1.普通教室的資訊設備要加強(只有一台)，另外管理方面造成班級導師困擾，

若設備不見要導師及班級學生賠償，有些不合理，應該為這些設備頭「產物保險」；2.應

該為家中沒有電腦設備的學生想出解決之道(否則會造成老師教學的困擾)。 

 080507(2)：錢、人充足使用管理才能，不然行政就跟工友一樣天天修器材。 

 090203(1)：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應該是參與專業工作坊，增進知識管理規劃能力。 

 090304(2)：我覺得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應該是電腦設備應再增加，讓每位使用者能有足夠

的資源。 

 100106(6)：我覺得知識管理對我最重要，知識目標獲取、分享均很清晰、很容易但如何

將知識作一有系統之整理，需用時可立刻取得(檔案)最重要。 

 110513(1)：班級數太多，壓縮生活空間，唯有建新校時把握適當班級數，才有合理空間可

使用。 

 110614(2)：我是職兼行政，課每週二節，上藝術課；本校班班有網路設備、單槍投影，但

規畫教學空間應改善長期缺乏資訊人才在系統上的建構，讓親、師、生更容易使用一個資

訊網域，更快速的平台的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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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3(6)：有很好的設備自然就會有很好的規劃與使用，我相信大家都會去使用的。 

 

三、 問卷調查填寫後意見舒發與感想 

 030416(4)：題目不清楚，難以回答；評分欄 0---10分的評分亦讓人不明所以，無法回答

；此問卷題目難以反映實際狀況。 

 030503(4)：應考量有形空間(設備)的定義，及無形空間(場地)的定義。 

 040309(6)、040507(2)、040534(6)、050202(1)、080116(6)、080117(6)、090111(6)、

090511(2)、110110(6)：行政職員沒有使用到教學空間。 

 070208(1)：期待你的研究結果，作為本校規劃知識管理空間規劃之方向。 

 070303(2)：這份問卷很難填答，語意不清，選項不明。 

 080501(6)：其實教師與職員工作範圍差異頗大，可惜這份問卷並無明顯內容區分，因此

填寫答案時可能會對填卷者造成困擾，有可能間接導致此份問卷的效度不足；例如我是代

理職員，有部份問題對我而言完全沒有接觸，或許參考教職員實際的工作狀況，例如做深

入訪談後再整理對研究較有幫助。 

 080603(2)：教師兼行政人員時間較繁忙及不足，是否可儘量減少此種問卷。 

 100101(1)：1.學校人員肩負責任不盡相同，會影響到貴設計之內容填答，產生難以填答的

窘境，若此造成貴問卷失真，則深感抱歉。 

 110408(5)：我覺得在規畫共同使用空間應考量因素上的問題答案挺呆板。 

 110212(4)：1.對於空間規劃問卷設計，是否應把各空間應有那些基本配置(如：體育館、

活動中心的內部配置就與一般專科教室不同)，作進一步分類，才能在教學空間有一深入

分析；2.知識管理部分可否針對教師資訊知識獲得及學習管理作一探討，如此研究可針對

某一點深入剖析以免議題太過龐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