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 

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知識管理概念與相關理論 

本節就知識管理的基本涵義、理念分析、應用層面來了解其相關理論。 

 

壹、知識管理的基本涵義 

1990年代知識管理的創始者Drucker提出重視知識活動的運作方式；1997

年Nonaka使知識管理成為正式學門，之後更普遍受到企業界或教育界重視。知

識管理表示除了「將知識作有效的管理」之外，人們還要能依不同情境、對象

而能變通地處理各類事務。以下就知識管理的意義與內涵來了解其基本涵義。 

 

一、知識管理的意義 

在知識管理發展中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對此名詞有不同的解讀，以下

先列出幾位國內外學者的看法： 

伍忠賢(2001)認為知識管理是進行單向、雙向溝通以解決問題的程序，本質

上是運用「策略管理」以達到組織願景、目標。 

洪榮昭(2001)認為知識管理是知識與資訊在人腦中的運作。 

尤克強(2001)認為知識管理是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運用「知識市場」的

力量，讓成員自動分享無形的知識。 

張明輝(2002)認為知識管理是將成員的知識加以整理、轉移，成為組織的「

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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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cker認為知識管理是資訊導向組織的管理，管理者要讓成員懂得與他人

進行溝通、自律及了解組織目標(劉毓玲譯，2000)。 

Nonaka(1995)認為知識管理即是將知識系統化的程序，使成員將隱性知識外

顯化並確保組織競爭優勢方法。 

Quinn, Baruch 和 Zien認為知識管理是運用軟體作為智慧組織的領導，追求

團隊合作以形成組織願景、創造全求市場需求(洪明洲譯，2000年)。 

Wiig(1994)認為知識管理是進行一連串特別架構好的計畫活動，能促進組織

績效、聰明學習。 

 

為深入了解知識管理的涵義，必須先談「知識」與「管理」的意義。 

 

依據知識管理導論(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0)、普羅特國際

管理顧問公司(PLAU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2000)及Wilmott(2000)的

說法，都認為「知識」是很重要的資產，甚至關於組織的軟體、資訊、專利、

方案和程序、無形的能力、技巧和技能、智慧、知道如何(know-how)其實也是

知識的一種形式(王如哲，2000)。知識藉由資訊化使過去累積的經驗成為具價值

的事實，並且使人能從熟悉的情境來思考、判斷、產生創造力的尋求認知過程(

王如哲，2000；吳政達，2001；吳清山、黃旭鈞，2000；卓素珍，2001)。從知

識的層級來表示則為「資料→資訊→知識→智慧」，最後產生行動與經驗。其

中，資料包括數據或客觀事實，是彼此關聯性不高的記錄，需要再篩選、整理

分類；資訊包括書面內容，要經過再篩選、檢驗比較、邏輯分析；知識則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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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應用、學習統整、評估、產生經驗；最後知識到產生智慧之間還要經過長

時間訓練判斷、下決策等能力(伍忠賢、王建彬，2001；吳清山、黃旭鈞，2000

；許史金譯，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著，2001)。請參見知識的層次(

圖2-1)，每一個層次都可稱為知識，只是精練的程度不同，亦即萃取與結晶的

動作在每個步驟下交相進行著。 



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 

4 

知識的層次                              行為活動 
 

智慧 

4.下決策、判斷、產生創造力 

3.不斷應用、學習統整、評估、產生經

驗 

知識 
                                    2.再篩選、檢驗比較、邏輯分析 

 
資訊 
                                    1.篩選、整理分類 
                                   
資料 

 

說明 

1. 原始的數據和客觀事實，故不具價值。此時的資料是易於結構化、取得、溝通、並

且容易傳達給他人(吳清山、黃旭鈞，2000)。 

2. Brown & Paul認為資訊像累積的技術，可傳播、可買賣、要更新。此時是屬於有意義

的資料，但資訊仍不等於知識(顧淑馨譯，2001)。 

3. 從許多資訊當中提煉出來的 (謝宗林，2001) ，並且經學習認知、技能與情意才能產

生 (計惠卿，2001)。此時要讓知識可儲存、再使用。 

4. 產生個人經驗和展現競爭能力的時候。 
 

圖2-1  知識的層次 

資料來源：修自1.知識管理策略與實務，伍忠賢、王建彬，2001，第18頁。 

2.知識管理推行實務(許史金譯)，Arthur Andersen Buisness Consulting，2001

，第5頁。 

 

知識並非一蹴可即或用交易買賣可得的，知識是需要管理及發展的。同樣

的，「管理」也需要發展，基本上要經過計畫(planning)、組織(organizing)、領導

(leading)到控制(controlling)等一連串的程序(陳海鳴，1999；曾光榮、黃金印譯，

Koontz & Weihrich著，2000)。若比喻知識管理為車輪，則「知識」即為其軸心

、「管理」即為其輪輻，而知識管理之輪將承載著各式各樣的知識活動。輪軸

、輪輻使知識管理之輪駛向前，並由不同文化層次、不同領域的人駕馭、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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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路途上。正如青木三十一在2001用前後輪來比喻管理，前輪為組織願景

、後輪為資源，前後輪相互配合就表示經營得當、用好對策、好計畫、好戰略

，並有效分配管理資源以延長組織的生命。 

 

在此要注意的是，「管理」與「經營」雖然在英美語文都是management，

但是兩者有不同的意義。根據研究者翻閱相關書籍發現用經營來命書名的，大

多是來自於日本作者，或者是日語原文書，而我國較偏用管理這兩個字。其次

，經營大部分在談「企業經營」、「經營分析」、「經營戰略」以及資源、資

訊、資金、預算、營運及危機等與經營的關係；管理則大部分在談組織計畫、

組織結構、管理程序、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角色等。因此，兩者所涵蓋的領域有

所不同。 

 

所謂管理並非好不好或恰不恰當，而是需要更多的思考。依我國文學記載

，所謂「管」即鎖匙的意思，正如《左傳》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譯：掌管北

門鎖匙)，因此有管轄、管束、管制之意；「理」是治玉的意思，正如《韓非子

》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譯：讓加工玉器的人加工處理玉的石胚)，因此有

加工處理、整理之意。因此，管理就是對物的管束與處理(黃孟藩、趙葦、王鳳

彬，1995)，處理的原則或方法就需要人類的思考。在西文韋氏字典裡的意義是

指以某種程度的技能來處理或引導（to handle or direct with a degree of skill），其

最終就是要達成個人目標(to succeed in accomplishing or to achieve one’s purpose)

。 



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 

6 

 

 

根據知識管理導論(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0)，管理包括管

理者本身工作範圍、特別程序、結構和支援性科技等所有益於掌控資源的策略

或歷程(王如哲，2000)。Parkinson認為管理本身具有「必須的」權力、責任，並

且要受約束和管制以免變成專制(薛迪安譯，1997)，當這樣的權力與組織內部成

員互動時，就非單純的由上而下行使權力，反而有時要彈性運用人際關係以完

成任務。因此，管理是透過個人或群體共同合作以有效完成活動的過程，其間

包括協調組織的資源(土地、勞力、資本、知識)來「作好事情」，這個事情亦即

實現組織目標的工作形態(張志育，1998；邱毅，2000)。 

 

Koontz 和Weihrich認為管理也可稱為是要設計並經營一個環境，讓群體中

的個人能協力合作以達企業的既定任務與目標程序；而且管理屬於一種「知道

如何」(Know-how)的專業知識，必需依實際狀況採取不同實踐(practice)行動的意

識作為(曾光榮、黃金印譯，2000)。事實上，不論在英美實務界或學術界，至今

對管理的意義仍然沒有定論，以下三種學派對管理的定義如下(張志育，1998；

黃孟藩、趙葦、王鳳彬，1995)： 

1.管理程序學派：Henri Fayol認為管理是計畫、組織、指揮(command)、協調

(coordination)、控制。 

2.實證學派：Koontz認為管理是計畫、組織、用人(staffing)、指揮(directing)、控制。 

3.行政三聯制：管理是計畫、執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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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Drucker所言總結來說，管理是透過人或群體(並不是去管理「人」)來管

理「人的問題」(張玉文譯，2000；劉毓玲譯，2000)，包括要管理「事」及「物

」。重要的是，管理要能實踐出來才算是「真」管理，也就是管理的活動所涵

蓋的層面除了在應然面，在實務面上也要順應人文變遷及科技潮流才能達成既

定目標。Alvarez(2001)更認為管理應不斷趕上教育及訓練的新潮流，才能在社會

經濟快速變動下獲得生存優勢；因此，管理是一種藝術，放在教育領域來看有

許多應考量的層面： 

 

(一)營造氣氛願景 

願景(vision)會帶領組織行動，產生對組織的信念與肯定工作結果(Phillip, 

2001)。在學校環境內的成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社區人士等，彼此是夥

伴關係、會自我行動，故「管理」工作重點就是要營造一個讓他們能相互信賴

、願意分享的環境(楊振富譯，Senge著，2002b)，或營造一個具學校特色和文化

氣氛的良好學習環境。或許，當學校領導者（即校長）帶頭鼓勵學校成員進行

經驗分享，並且與學校成員一起討論學校的願景，學校行政人員較會積極地推

動教育政策；教師們的工作成就感獲得滿足而盡心投入；學生們也能在學校裡

找到自己的學習方向，則全校將在良好的管理氣氛中不斷開創、實現教育願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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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用組織特性 

層級節制的組織在某些情境下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須的。有時採用任務編組

；有時還要打破組織結構採用扁平式運作方式，才能快速推行學校活動計劃(江

志正，1997)。舉例來說：從教育層級來看，目前已無省教育廳；而從學校的層

級來舉例，有些學校採用教、訓、輔三合一的制度；若學校因地理位置、人數

有限、資源不充裕更可精簡行政事務。在此建議校長善用管理策略，授權各處

室組長或主任以身作責，讓教職員有機會具體提出益於學校的施政方針；並且

能立刻了解實際執行情形，則全校推動任何知識活動將會非常有效率。 

 

(三)建立互動團隊 

德意志銀行創辦人—西門子說：「管理是專門的職業和工作」(劉毓玲譯， 

2000)。Nonaka 和 Takeuchi則認為具權勢的管理者不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擁

有權力之後應更要懂得思考該採行何種方法來管理，才能達成雙向溝通且形成

互動較頻繁的團隊，也才能進一步形成能共同合作、創造的專業團隊(楊子江、

王美音譯，1997)。目前最普遍、成功的是架設連結外在世界的網路，並成立虛

擬團隊(Virtual Teamwork, 簡稱VT)，例如：虛擬教室、虛擬實驗室、虛擬校園

、虛擬學社、虛擬圖書館等(取自  http://www.edu.cn/20011221/3014851_1.shtml，

2002年12月26日)。例如：英國石油公司跨部門組織虛擬團隊，發展一套輔導

制度以突顯溝通的重要，並鼓勵成員發掘自己的潛能，結果讓公司省下了大量

的時間和金錢(張玉文譯，Thomas & Laurence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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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善用資訊政策 

現今「管理」的內容是越來越複雜了，如：圖書管理、校務系統管理、財

務管理等。Brown 和 Paul認為龐大的資料（或資訊）是不能單憑人腦作篩選

、儲存、更新的工作，而資訊亦不是管理的全部，故善用資訊科技，建立實用

的資料庫才能有效率地進行管理工作(顧淑馨譯, 2001)。例如：目前各級學校的

公文傳送系統都由校務行政系統來公告；圖書管理系統能讓學生們借閱、尋找

圖書十分方便；許多另類教育採小班教學(15-20位學生)及彈性課程看重科技能

幫助形成學習社群的優點讓學生習得領域專長並提昇工作技術(Crane, 2000)。 

 

知識管理並非資訊科技的全部，但是要能善用資訊政策以促進人際之間知

識的溝通，並在管理過程中將隱性知識轉成組織的智慧資本。當「經濟合作和

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1996年大會

提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王怡詠，2002)並指出知識可分為四大類：KNOW 

WHAT、KNOW WHY、KNOW HOW、KNOW WHO時，我們就可體認到今日掌

控知識管理應用策略的人要多一些創意，在保有組織特性下善盡資源與資本，

用不同的革新方法達成個人、組織以及知識管理最終目標(如終身學習的概念)，

使知識管理成為一種順應自然而融合舊經驗慢慢演進成一種理想的管理型態，

而且能促使人在工作時培養與應用智慧。以下是勤業管理顧問公司的知識管理

，可用元素表示成如下公式(劉京偉譯，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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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P+K) S 
P：人(People)，知識載運者；           
+：資訊科技(technology)，協助知識管理的建構； 
K：知識(Knowledge)，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S：分享(share) 

 

 

接著是知識管理方程式(馬曉雲，2000，第17頁)： 

 

(K + L + D) I = IQ 

K：Knowledge，知識；                   L：Learning，學習； 

D：Database，資料庫；                   I：Internet/Intranet，網際網路/企業內網路 

+：企業機制與溝通網路                  IQ：企業智商 

 

以上兩個式子可知資訊科技為重要的工具，知識管理主體(人或企業組織)與

客體(知識內涵)相結合，並且進行分享或溝通以產生大量有創意、有價值的知識

管理行動。圖2-2為知識管理建構基礎可以更具體了解知識管理的意義(Andrew, 

Arvind & Alber, 2001)，左邊是關鍵因素，最終目標是要達成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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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知識管理的建構基礎 

資料來源：From,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by H. G. Andrew, M. Arvind, & H. S. Alber, 

2001, 185-214. 

 

二、知識管理的內涵 

從 1950 年代開始，管理者進行的活動或策略已具有類似知識管理的內涵，

如圖 2-3 改自 Tiwana(2000, p.9)從 1950~2000 年代知識管理內涵的發展脈絡(

王如哲，2000)，我們可以得到知識管理的特徵：為歷程上更關注人員與組織的

創新及生產能力、經驗之過程。此過程代表知識管理本身有其步驟或轉化流程

，如普羅特國際管理顧問公司(PLAU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sulting)的知識

管理途徑與步驟(圖 2-4)，及Broadbent知識管理四步驟(圖 2-5)。在圖2-4中，

可知層級節制在知識管理流程中是必須的，文化/人員、知識內容、科技三者缺

一不可；在圖2-5中可知用資訊科技能產生知識創新及知識外顯化，在組織內

運用獎賞等誘因更能讓知識系統下的成員彼此信任、願意分享知識。 

 

綜合來說，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環境下，組織成員竭盡所能迅速地將本身

的潛能，瞬間應用於國際性及全球性市場中，也因此發現知識力量的無遠弗屆

，特別是當人們處在所謂的知識經濟社會裡，除了利用知識管理步驟以達到個

人或組織目標，在教育場域中個人的思維與作事方法也開始用知識管理呈現系

統性作事的概念。尤其是教育領域面臨更多的外來競爭時，學校教育不得不立

即反思要作何種轉型以保有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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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  知識管理 ← 智慧資本 ← 企業統整 ← 知識分享文化  
知識管理成為統一的團隊目標↑ 

1990年代⋯⋯⋯                工程再造 → 學習型組織 → 核心能力 

↑ 

策略性資訊系統、網內網路與網外網路 → 市場評價 

         學習、非學習和經驗被用來解釋管理↑ 

1980年代⋯⋯⋯精簡員額 Z理論 ← 團隊文化 ← 走動管理 ← 全面品質管

理  

                    ↑認清文化的特殊性 

1970年代⋯⋯⋯策略性計畫 → 經驗曲線 → 職務管理 → 自動化 

                 隱性知識變成管理要素的一部分↑ 

1960年代⋯⋯⋯集權化與分權化 ← T團體 ← 聚集 ← Y理論 

                  ↑焦點轉向分配的專門技術和知識 

1950年代⋯⋯⋯目標管理 → 方案評鑑和評價技術 → 多樣化 → 量化管理   

                                                          ↑ 

電子資料處理 

 

圖2-3  1950~2000年代知識管理內涵的演變過程 

資料來源：From,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kit: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building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A. Tiwana, 2000, p.9. (修自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

王如哲，2000，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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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知識管理途徑與步驟 

資料來源：From, A Guide to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PLAU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sulting, 2000, p.5. (引自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王如哲，2000

，第45頁。) 
 

  

圖2-5  Broadbent知識管理四步驟 

資料來源：From,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Information Outlook, by M. Broadbent, 1998, 23-36.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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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工具的進步，使知識管理應該有更多具

體實施方法，我們可以從許多方向來談，包括：教育組織流程再造、學校行政

處室配置、教學空間革新，甚至包括課程與教學方法的改變、教材設計等。因

此，在教育上運用知識管理的價值包括：提昇全校成員的工作或學習能力、溝

通效能增強、學校特色得以發展等。在此以列點方式摘要說明如下「知識管理

」的優點： 

 

(一)永續經營、不斷創新 

知識管理就是將學校中有形與無形知識資產以系統化方式管理與應用，促

使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藉此獲取、分享與運用知識，以達到學校的永續經營與

不斷創新(尤曉鈺，2001)。依調查研究40家在歐洲、日本及美國的公司得知，

善用知識管理的確能營造一個讓員工渴望獲得知識而相互學習的環境，並能永

續發展其創造性(Hauschild, Licht,& Stein, 2001)。可知運用知識管理能促使人不斷

對追求知識，對未來組織充滿希望與願景。 

 

(二)環境適應力增強 

知識管理就是將組織中的知識運用資訊科技，配合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等

特性，進行蒐尋、組織、儲存、轉換、擴散、移轉、分享、運用的過程，使組

織不斷創新、改造自我、再生，以提高組織生產力、資產及因應外部環境的能

力(吳毓琳，2001)。可知人們善用知識管理將有利於在不同情境下活用知識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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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與組織績效佳 

知識管理是將組織內具有價值的知識透明化，依知識的創造、儲存、分享

與利用等活動歷程，設計成一套有目的、有系統且合法的程序，使知識經個人

層次轉化為組織的層次，進而提昇組織整體效益(林柏章，2001)。 就個人來說，

根據Stevenson和Dunn在2001年指出隨機抽取未來將任教的大學生作調查，得

知許多學生為了教導多元學校的多元學生而會傾向於成為知識管理教師。知識

管理能幫助人們了解任何情境下的事件脈絡，以維持組織績效(或組織效能)，如

此個人才能與組織未來也得以開展。 

 

 (四)促進知識流 

知識管理是將組織內外部相關資訊做統整，並提供一機制以促使知識流通

及儲存，使組織既有知識發揮作用、被所需的人使用，更能進而創造知識(王淑

懿，2001)。可知隱性和顯性知識在作交流、統整的時，會不斷試著統整、分析

及吸收成自己的智慧。 

 

貳、知識管理的理念分析 

    以下就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概念與迷思來了解其理念分析。 

 

一、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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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易於開展個人或組織的知識管理潛能，在此

將不同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或知識管理架構依年代說明如圖2-6至圖2-16。 

從圖2-6開始是1994年Wiig提出「知識管理的三柱型架構」、圖2-7是

1995年由Nonaka和Takeuchi提出「四種知識轉換方式與知識螺旋」、圖2-8是

1996年由美國生產力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提出「知識管理

架構」、圖2-9至圖2-11分別是1998年由Broadbend提出「知識管理圖」、

O’Dell提出「最佳實務轉移模式之知識管理模式」以及Borghoff和Pareschi提

出「知識管理架構」；圖2-12至圖2-14分別是1999年由Torraco提出「知識管

理理論」、Husement提出「知識概念話和獲益之策略性模式」的知識管理模式

，以及Gore和Gore提出「知識管理架構圖」；到了2000年由Evernden和

Burke提出「管理知識空間模式」(圖2-15)，最後到了2001年由Gilbert、Steffen

和Kai提出「知識管理模式」(圖2-16)。以下從1994年開始說明至2001年： 

 

(一) 1994年 

Wiig(1994)知識管理的三柱型架構(圖2-6)首先就是要了解知識管理，對於知

識創造、顯現、使用及轉化流程都要有清楚的認識才能架起第一條柱子，然後

經過一連串的知識行動及反覆評價知識為第二條柱子不斷努力的方向，最後架

起第三條柱子建立了個人或組織的知識管理架構。這三條柱型架構，就像知識

管理的主要鋼骨，奠定了知識管理的基礎及說明了要廣泛地了解知識就應該進

行知識的創造、顯現及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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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管 理 

1                   2                     3 
 
 

 
 
 

 
 
 

 
 

知識管理的基礎(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 
廣泛了解知識(Broa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創造-顯現-使用-轉化- 
(-Creation- manifestations-use-transfer-) 

 

圖2-6  知識管理的三柱型架構(Three pillar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資料來源：From,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K. M. Wiig, 1994, p.225.  

 

(二) 1995年 

Nonaka 和 Takeuchi(1995)的四種知識轉換方式與知識螺旋(圖2-7)，開啟人

對於知識的想法。他們是知識管理理論的先鋒者，以日本組織內部成員與文化

特性提出知識的可轉化性及不同功能彼此間相互應用造成知識螺旋的情形，在

此啟發個人潛在知識並鼓勵轉化到組織內，成為易於了解並學習的知識。 

 

(三) 1996年 

由美國生產力中心(APQC)在1996年繪製的知識管理架構(圖2-8)，可以發

現組織知識為主要核心，同樣重視知識管理程序以及許多因素，包括：文化、

科技、測量、策略與領導，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將個人知識轉化成組織知識，而

蒐尋與分類             評價與評鑑             合成有關 
知識                     知識價值               知識的活動 

 
分析知識與             有關知識               擁有、使用 
相關活動                的行動                 與操控知識 
 
淬煉、修正                                      衡量、傳播 
與組織知識                               與自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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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就是要將這些因子作更深入的分析。 

 

(四) 1998年 

Broadbend(1996)的知識管理圖(圖2-9)中Y象限主要以資訊及Nonaka 和 

Takeuchi所提的知識類型(顯性、隱性)為向度；X象限從個人到組織是期待知識

轉化或散佈情形，由XY象限所組成的各種實務研究或知識管理方法，皆可作

為知識管理進行時的參考。 

 

對話 

                           社會化                     外部化 

                          

 

領域建構                                   聯結 

 

外化                      組合 

      做中學 

 
圖2-7  四種知識轉換方式與知識螺旋 

資料來源：From,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by I. Nonaka & H. Takeuchi, 1995, 

p.62&71. 
 

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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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APQC知識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From, Knowledge management: consortium benchmarking study: Final report, by 
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 1996, p. 7. (引自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

，王如哲，2000，第122頁。) 
 
 
 

 

 

 

 

 

 

 

 

 

 

 
 

 
圖2-9  Broadbend的知識管理圖 

資料來源：From,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Information Outlook, by M. Broadbend, 1998, 23-36. 

知識層次 

資訊 

顯性(正式化的)

知識 

隱性(實驗的)

知識 

知識散佈
個人 團體 組織 組織之間 

內部訓練與教育 

自我學習 
材料、光碟資料庫

面對面接觸

做中學 
工作輪替、練習 

環境的監控 
競爭的智慧、未來的監視 

知識的分享/取得、轉移
和再次使用 
全球網狀聯結/作業支援：行
銷、研究與發展、生產 

外部的接觸 
聯盟、聯合創投、晉用人員 

內部資訊公報
和資料庫 

討論論壇 
實務社群 

革新 
研究 

策略流程

外部資訊取得 
資訊服務、網際網路、外部訓練、外部資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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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ell(1998)的最佳實務轉移模式之知識管理模式(圖2-10)具有變革的理念

，圖形比APQC知識管理架構更有動態歷程的理念，科技與文化也是從計畫到

推廣階段不斷循環時要加入的重要因子，在此基本設施也為關鍵因子之一，包

括新的體系、新的正式網路、新的工作職責等。 

 

Borghoff 和 Pareschi(1998)的知識管理架構(圖2-11)，主要以知識的流通為

核心，期待組成知識社群及呈現隱性知識的轉化，比較具體的知識是知識儲存

處和圖書館，當然這些都是要有一些工具(例如：知識製圖)，亦即讓資訊科技設

備形成知識流動的環境。 

 

 
圖2-10  最佳實務轉移模式之知識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From, If only we know what we know: the transfer of internal knowledge and best 
practice, by C. O’Dell, 1998,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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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Borghoff 和 Pareschi知識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U. Borghoff, & R. Pareschi, 

1998, p.5. 

 

(五)1999年 

Torraco(1999)的知識管理理論(圖2-12)主要以A、B、C三向度構成知識管理

理論，期待在多元範疇下建立良好學習環境並且讓隱性和顯性知識轉化，此理

論牽涉到資訊科技會形成知識，並分析時間、結構與管理者相互影響的情形，

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將理論帶入實際的場域內以促進組織成長。 

 

Husement(1999)的「知識概念化和獲益之策略性模式」的知識管理(圖2-13)

，主要以願景為核心，每一步也是期待隱性知識能轉成顯性知識，並且強調評

估、分享和創造知識。此動態知識運作歷程與APQC知識管理架構及O’Dell

的最佳實務轉移模式之知識管理模式，同樣追求環境變革以促進知識活動的發

知識儲存處和圖書館 
文件 
蒐尋 

異質性文件儲存、進入、統整和管理 
指南和聯結 

出版和製作文件的支援 

知識工作者社群 
人員 

獲悉的服務 
脈絡取得和進入 
分享的工作空間 
知識工作流程的支持 

經驗的取得
知識的流通 
使用知識、能
力和興趣將文
件分配給人員

知識製圖 
知識領航、繪圖和模擬 
繪製實務社群的工具 
工作流程模擬 

領域特有的概念圖 
人員能力和興趣圖指南 
設計和決定的基本原理



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 

22 

展。    

Gore 和 Gore(1999)知識管理架構圖(圖2-14)以不同知識層次談不同知識類

型和可能行動。首先是現存顯性知識之使用與取得，然後透過團隊、社群將隱

性知識外顯化，以個人的知識發展最為重要並且最終目標還是要達成組織願景

。 

 

 

 

 

 

 

 

 

 

 

 

圖2-12  Torraco知識管理理論 

資料來源：From, A Theor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R. Torraco, 1999, p.4 

         

                                  第一步：指認並獲得知識 

 

 

 

第四步：                             第二步： 

知識創造與聯結                        評價知識並列為優先 

 

                       第三步：分享並自知識中獲取利益 

 

A.知識分類編碼模式

B.知識可接近性 C.知識管理的方法和系統 

知識來源 
知識的一半壽命 
知識之顯現 

分析的深度 
時間的限度 
結構的程度 
知識管理的角色 

知識的範圍 
知識的類型 
知識的層次 
知識的特殊性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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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  「知識概念化和獲益之策略性模式」的知識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From, Leading with knowledge: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by 

R. C. Husement, 1999, p.179. 
 

 

 

 

 

 

 

 

 

 

 

 

 

 

 
圖2-14  Gore 和 Gore知識管理架構圖 

資料來源：Fro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way forward, by C. Gore, & E. 
Gore, 1999, p. 557. 

 

(六)2000年 

    Evernden 和 Burke(2000)的管理知識空間模式(圖2-15)，重視四個重點之間

所進行的知識活動程序或結合方法，其中以發展個人工作空間為知識管理發展

的基礎，包括：有資源、時間、知識及獎勵制度等。最終目標是要將隱性知識

轉化成顯性知識，同時發展個人和組織的知識。 

 

    (七)2001年 

     Gilbert、Steffen和 Kai(2001)的知識管理模式(圖 2-16)，就像一部大型的電

確保新的組織知識之使用

現存顯性知識之使用 取得新的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的外顯化 

塑造願景 行動：企業個案之準

行動：設立 
將個人隱性知識外

顯化的團隊 
行動：現存資料
庫的利用之檢討 

行動：新知識指
認、工作實務/
產品/流程之分
析

行動：採納 
鼓勵個人自我組織

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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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一連串知識管理工作，從知識目標開始到評價知識內部要進行的動作不斷

交相來回著。最終目的就是期待有好的回饋，提供組織下次進行知識目標時的

參考。 

不同的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或知識管理架構經過整理後，可得到知識管

理的理論與模式博覽圖(圖2-17)，在此有趣地構成一個學校空間圖像，可作為探

討知識管理在學校空間運用的可能性。從上方學校大門以Wiig在1994年提出

的知識管理的三柱型架構為代表；在大門右方的旗幟以1995年由Nonaka和

Takeuchi所提出的知識轉換方式與知識螺旋為代表；在大門左上方的太陽以

1999年Husement的「知識概念化和獲益之策略性模式」的知識管理模式為代表

，象徵1997年Nonaka將知識管理成為正式學門後帶來光明願景；中間橢圓形

操場以1996年APQC的知識管理架構為代表；在操場左側是一棟棟的校舍是

1998年到2001年代表「行政空間」和「教學空間」，分別是Broadbend的知識

管理圖(1998)、Torraco知識管理理論(1999)、Gore和Gore知識管理架構圖(1999)

，及Gilbert等人知識管理模式(2001)；最後右側是學校成員「共同使用空間」

，以1998年Borghoff和Pareschi知識管理架構、1998年O’Dell最佳實務轉移

模式之知識管理為象徵；其中，類似的棒球場以2000年Evernden和Burke提出

管理知識空間模式為代表。整體來看，未來學校空間將到處都運作著知識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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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管理知識空間模式 
 
資料來源：From, Knowledge management: A real business guid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by R. Evernden, & P. Burke, 2000, p.70. (引自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
，王如哲，2000，第 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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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6  Gilbert、Steffen和Kai的知識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From, Managing Knowledge-Building Blocks for Succes, by P. Gilbert, R. Steffen, & R. Kai , 
2001,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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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博覽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七個年代呈現11個知識管理的理論或模式，我們會發現彼此都提到知識必

須要外顯化成為個人或組織知識，同時輔以資訊科技提早達到願景。至今已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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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出現許多關於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或架構，在此不再贅述。總結來說，最

重要的是要將知識管理的理論或模式，真正地與實務做結合才不會變成空理論

。所謂實務就是「立即可用的技術或方法」，這樣才會產生持久、有系統性的

知識，甚至更成為個人或組織的實務性知識(許士軍，1985)。 

 

二、知識管理的概念與迷思 

透過知識管理將知識內化、外化成為個人知識或智慧，知識的轉化、共同

化節省了組織大量的資源或資本，更影響社會經濟與技術發展(李华伟、董小英

、左美雲、丘東江，2002；宋偉航譯，Stewart著，1998)。以下簡述有關知識管

理的五項概念。 

 

    (一)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KE) 

1996年OECD正式使用知識經濟這個詞。知識經濟是一種工業社會後出現

的新經濟型態(李海燕，2000；Drucker, 1993)，不用機器、資金、土地、原料或

勞力等生產要素就可直接建立在知識與資訊的擴散及應用方向上發生作用的經

濟(行政院知識經濟發展方案，2000；OECD, 1996)。經濟學家則稱知識經濟為「

第三次工業革命」；施建生(2000)則稱知識經濟為「人造腦力工業」(王怡詠，

2002)。 

 

知識經濟與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緊密相關，在注重腦力運用的時代

，學校教育就越顯得重要。在眾多教育改革(學校本位經營、學習型組織、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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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進行知識管理等)當中應積極推動知識的分享，首先就是發展資訊科技、

建立終身學習管道，讓教師不斷追求創新教學及培養自我電腦應用能力等，才

能夠突顯多元性、國際性、變遷性的知識經濟社會的特性(秦夢群，2002)。 

 

行政院於89年8月30日通過經建會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於同年11

月5日舉行「全國知識經濟會議」共同推動知識經濟社會，並且在91年7月5

日完成第五次的知識經濟社會推動委員會會議，會議結果達成以下決定(知識經

濟社會推動委員會，2002)： 

1.擬定「全民知識經濟能力養成」計畫，提昇知識競爭能力、認知能力

及運用能力，並提出「知識經濟說帖」、「知識經濟宣導系列活動」、「消弭

數位落差教學光碟」等議題，加強全民對知識經濟人力的需求。 

2.依「知識經濟社會總體指標」中的知識資本、創新能力、資訊科技應

用及社會基礎建設，將修改問卷調查表進行調查以確定我國知識經濟程度及表

現。 

3.配合媒體宣導及工商業界合作，共同推導全民對知識經濟的認知；包

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臺灣經濟研究院共同規畫「知識經濟教師手冊」，要將

知識經濟概念整理上線提供下載，並舉辦「知識經濟鬥陣行」巡迴演講於各級

教師暨公務人員訓練體系及各社會社團。 

 

此外，在網路上亦可看到許多以知識、知識經濟或知識管理為議題的網站，

例如：臺灣新經濟網(http://www.cedi.cepd.gov.tw/)、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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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lkm.ccu.edu.tw/)、中華知識經濟協會(http://www.iknow.com.tw/)、終身學習

研究中心(http://cllr.ccu.edu.tw/)、VT競爭策略研究中心(http://www.office.com.tw/)等。 

知識經濟受到相當的重視，學校也應該共同響應推動知識經濟活動。學校

在知識經濟社會下培育人力以保競爭優勢。依高博銓(2000)及官振萱(2000)認為

，首先就應該有創意的目標、前瞻性的行動策略；教師必須有使用資訊科技能

力、行政人員能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行政院經建會(1999)並且鼓勵學校與其他

國際著名機構合作在臺設立分校，共同推動知識創造以提昇整體經濟(王怡詠，

2002)。 

 

    (二)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知識經濟與人力資本有關，是屬於組織內對人的投資行為(王如哲，2002)，

其特性是一種內在能力、一種學習技能及個人動機，使組織將個人的隱性知識

或經驗妥善管理以產生智慧資本。人力資源管理還包括：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發展，如圖2-18，管理方式包括：訓練(training)、教育(education)、發展

(development) (陳煜清、施信華，2001)。李聲吼(1997)則認為人力資源是指一段

時間內，由組織提供學習計畫以促進成員改進或成長的可能性；也可說是一般

國民的知識、技藝與性向的綜合。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發展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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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8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管理關係圖 

資料來源：取自人力資源管理對教育行政組織的啟示，學校行政雙月刊，陳煜清、       

施信華，2001，15，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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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能提昇人力資源管理的效能(吳清山，2001)。人力資源計畫，以

資料做為基礎，採用軟體分析方法，也使用硬體來作管理(劉毓玲譯，Drucker

著，2000)。學校是人力資源發展重要的場所，然而由於未來人力資源的投資不

恰當，使得大家都接受高等教育而造成市場需求量不足、失業率高居不下。近

年來用「人力資本指標」測量教育和訓練的回收率將可了解社會分工及人力資

源需求情形。 

 

學校行政人員的領導觀念要轉變、教師也應跳出自己的框框，積極學習操

作電腦等設備。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大環境變動太快，學校課程和學生素質都

與以往不同，造成近年來教育人員退休的情形十分普遍(陳金貴，2001)，但是

若學校能善用退休的教師人力資源，邀請他們成為學校義工，則豐富的教學或

行政經驗將成為新世代教育人員有力的技術指導。 

 

 (三)組識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組織學習與人力資源管理有關聯存在，通常個人會在組織中以集體方式執

行計畫並負起全責，及行使應有權力(陳文杰，1997)。從 1980 年以來，組織學

習被視為一種組織比較可精確學習、轉化學習歷程，其歷程是動態又具顛覆性

的。組織學習是一種學習概念、適應的過程，包括：批判思考、關心如何學習

及如何保持穩定的競爭力，並且建立學習型組織。 

 

根據Argyris 和 Schon(1974)的組織學習模式認為組織學習是個別成員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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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程序，有三個層次：單環學習、雙環學習、再學習，如表2-1 (林麗惠，

1999)；Meyers亦提出四階段的組織學習模式：維持學習、適應學習、過渡學習

、創意學習；要注意的是，個人學習僅是組織學習的必要條件，並非充份條件(

王智勇，1991)。 

 

表2-1  組織學習的三個層次比較表 

  單環學習 雙環學習 再學習 

學

習

重

點 

1.檢視組織整體環境以發

現錯誤所在，使其能

符合組織內部的各種

規範與標準，進而提

升內部的適應能力。 

 

2.只要檢討對目標的認知

是否有誤、因果推論

是否有偏差及行為表

現是否符合標準，不

去懷疑目標、政策、

規範是否合宜。 

1.學習適應內部環境 

 

2.進一步針對組織階層現

有的規範、標準或價

值來進行診斷與改革

。 

 

3.經由組織階層結構性的

變革，使其具備對外

在環境的適應能力。 

1.學習基礎植基於前兩種

層次的學習成果上。 

 

2.組織能以過去的經驗作

為整體的學習之基礎

，並進一步整合既有

的學習成果，以因應

組所面臨變動的外在

環境和挑戰，提昇解

決問題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1.解決現存的問題以維持

組織的生存能力。 

2.著重在如何「想」(屬

於認知層次)。 

偏重在如何「做」(屬於

行為層次)。 

使成員較能掌握學習的

意義而當面臨組織內外

的挑戰時較能妥善因應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若將學習合併於管理理論中，依 Clegg(1999)會有兩種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

： 

1.利用式(exploitative)學習：從泰勒(Taylor)古典管理理論發展而來，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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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任務短時間外顯化，並且持續修正工作歷程以提供組織學習的機會。 

2.探究式(exploratory)學習：長時間的例行事務中的組織表現，可視為「

智慧型組織(intelligent organization)」，但是容易造成較低層次的創造。 

 

由上可知選擇利用式學習較探究式學習對於組織的發展較有幫助，而當組

織為一個學習系統時，更能邁向學習型組織之途。 

 

    (四)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組織學習的先決條件就是學習型組織，最初由 Peter Senge 提出五項修練

：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楊振富譯，2002a)。

教育部亦於 1998 年 3 月提出「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有十四項具體途徑，其

中第七項即為發展各類型的學習型組織(黃富順，1999)。 

 

學習型組織的組成要素有「學習重點(核心)、組織、人員、知識、科技」

。其中，學習型組織的存在及發展關鍵就是在「人」。人是有機的成長體，採

用個人化學習或自我導向學習(自我為中心、自我為本位學習)都將有利於具體

化自我學習型式，並且勇於挑戰阻礙與困難(王政彥，1999)。 

 

同樣的，學校也可以像人一樣被視為有生命的大系統，也可以採用五項修

練，例如：自我超越的修練就是能看出學校的狀況、教室環境、學習品質、組

織發展狀況等眼前的事實；心智模式的修練就是在學校的每個人都能進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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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了解他人內心的深層態度；共同願景的修練就是全校師生、校長共同承

擔；團隊學習的修練就是讓學校成為團隊活動的地方，教師能彼此相互需要、

培養能力、共同完成既定目標；系統思考的修練就是能以整體觀來看待問題，

並且有效的掌握資源，最後呈現優質的學習環境。 

 

在美國若有新興學校的改革運動，大多是來自於學習型組織的理念與修練

，稱為「加速學校」(accelerated schools) (胡夢鯨，1999)。而我國因應終

身學習、成人教育、社區發展也套用了「學習型」觀念，例如：學習型社區、

學習型企業、學習型家庭等。但是仍然有一些學習型組織的缺失，如下： 

1.無一套可共同依循的模式，每個組織均在嘗試與摸索。 

2.組織理論過於強大，故無法妥善運用組織的資源，造成學習的錯覺。 

3.學習型組織內的權力關係複雜，使管理者想要採取行動卻缺乏領導力

。 

4.個人本位主義造成過度競爭氣氛，甚至不能以整體的眼光來看事件。 

5.缺乏評鑑的指標。 

     

學習型組織有待持續發展，我們樂見學校有良好的轉變，除了代表教育改

革成功，也讓全校成員能秉持積極的學習態度與行動。 

 

    (五)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 

行動學習亦即杜威主張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屬於非正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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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ardt(1999)認為行動學習是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使成員能有效學習

、行動反思、創新思考(王如哲，2000)。 

 

以英國近年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情形，「基於行動的學習」就是要讓學生能

自行負起學習的責任、培養自我能力，並開啟探索式學習的能力以適應未來的

社會生活(張彥通、雷小玲、劉捷，2000)。我國在推行學校活動時，發現行政人

員與教師遇到許多阻礙，於是也認為透過行動學習能建立良好的行動學習策略

，可助於問題解決(林海清，2000)。如，新竹縣藉由中央及地方資源，發起了「

全民行動學習資訊網」主要內容包括：統一知識課程、促進資訊科技溝通、共

享學習歷程、評估地方教育的需求與方向，並讓全民參與一起發展永續的行動

學習(陳靉懿，2000)。 

 

除了以上五個概念和知識管理的理念極為相關，還有全面品質管理、教育

的行銷等都與知識管理有關，其中都談到管理者、組織、資訊科技、知識等。

此外，知識管理者的角色在公司航號內他們必須扮演一位十分清楚其角色及責

任的人才能做好知識管理工作。依Goodman(1968)認為角色的定位再加上建立組

織認知圖(cognitive map)，才能確保發生不同狀況時立刻找到適當資深員幫忙解

決(David, 1999)。總結來說，好的領導者除了管理能力，更懂得帶領成員創造知

識；此外，要看重中階管理者(middle manager)的角色，因為在組織中他能向上

呈報意見，向下最了解問題情境者。就學校角度來說，學校成員的知識是要相

互分享的而非囤積的，在建立完善的科技下所形成的組織，將有助於學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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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知識管理的意義，以免造成以下誤解： 

 

 

1.知識管理並非立即見效的方法：知識管理所產生的價值在學校內並不如

企業一下子就可以見得到，而且學校經費也受到政府的影響，可知在學校的知

識管理還是不同於企業的知識管理(葉連祺, 2001)。 

2.不能全仰賴資訊科技的功能：林海清(2001)認為要讓知識創化、使新校園

運動得以逐步推展，其中以資訊科技和知識管理最為重要。一般，我們在教育

領域內談課程、教學方法或教材等，大量引用資訊平臺來加以整合與應用，就

是希望能將教育產出歷程系統化、結構化，以因應社會、政治、經濟等快速的

變遷，這也正是知識管理的運作內涵。但是，根據Malhotra(2000)的看法，資訊

科技不等同於知識管理，因為儲存的資料僅是靜態的智慧與經驗，重要的是人

的活用(王如哲，2000)；而且分類的資料也不一定會解決我們的問題，因此網站

林立時，人力資源才是隱性的知識力量。 

3.知識管理的預測結果不一定準確：有些公司航號，在運用知識管理時會

一直不斷出現新潮觀念與作法，以保有市場占有率；然而今日變動快的時代，

太過依賴知識管理的預期結果會造成錯誤的行動。 

4.缺少知識管理的誘因：依Dixon(2000)指出今日知識管理即使有健全的資

訊科技設備及資料庫，但是由於行銷策略或誘因機制不健全，造成知識管理並

未有效地進行，而且學習的文化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形式仍是期待傳統面對面

的形式(王如哲，2000)。因此，知識管理本身就要能彈性地運用資訊科技讓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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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地使用知識管理。 

 

 

以上四點誤解限制了管理教育計畫的發展性，同時也發掘知識管理有其文

化不同的差異，亦即東西方國家在推動知識管理時在資金、運作機制、基礎建

設和知識屬性有不同的考量點，僅偏向使用某一方管理模式將會造成管理教育

計畫的執行困難，融合東西方的管理方式和技術，並重視個案研究方法才能有

成功學習的機會(Berrell, Wrathall & Wright, 2001)。另外哈佛管理新知也指出執行

知識管理要移除四個置礙點：1.缺乏知識管理目標、2.沒有知識管理計畫及適用

的資源、3.無知識管理責任制、4.未切合組職文化(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2000)。可知人們不能因知識管理是新的議題就貿然套用，也不能完全依

賴知識管理的無限可能。科技並非知識管理的全貌，能恰當地運用在組織中才

能運此無限性創造良好的成果。 

 

現在每一個人、每一個學校組織之中都已有知識管理的理念存在，大家也

都知道只要能善用知識，就能創造新的知識。亦即，目前我國學校執行知識管

理在技術層面上是沒有問題(據張志明、劉淑娟，2000)。重要的是，知識管理者

因為會牽涉到政治、權與錢、秘密交易、成功與否等性質，故應加強考量教育

本質與教育理念，在合法下推動、實施，並且認知這項工作應持續、永久實行

才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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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理念 

「知識管理」能將知識作有效的管理，更能在不同情境下善用資訊科技以

利於進行不同的知識活動，使組織成員互助合作、分享並創造更有價值的知識

，最終形成組織競爭力。根據第一節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探討，本研究利用

2001 年Gilbert、Steffen 和Kai的知識管理模式彙整成知識活動的五個步驟，如

下說明： 

 

一、訂定知識目標(knowledge goal setting)與確認知識(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Mateo(2003)認為必須要讓員工先知道工作目標才能彼此相互合作達成目標

、解決問題。有目標才能有行動方向，且確認知識後所訂定的計畫更使目標具

體化，可以更肯定計畫的推動，使集中心力不致偏離目標。例如：制定校務計

畫；更重要的是讓隱性的知識目標透明化，最終就是要每個目標符合最後評鑑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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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知識的方法可以透過網路檔案下載、購買電子出版品、加入線上教學

活動等資訊科技工具；也可以經由人與人之間的分享獲得。而真正吸收知識的

方法就是將知識活用出來，並建構一個合適知識運用的架構，例如：依校務計

畫執行學校活動時，參考過去活動記錄或網路資訊、設備工具等，來獲取推行

活動要用到的知識，獲得推動學校活動的顯性知識並實際行動讓活動能順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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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獲取知識最重要的步驟，但是如David(1999)所言不能只是讓對方接收

到訊息，更重要的是能轉化訊息。尤其利用電腦或資訊科技作為擴散隱性知識

的工具，則個人的思維、行動及感知的歷程將對溝通和分享知識有助益

(Donahue, 2001; Walsham, 2001)。故情境、氣氛是否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及是否處

於相同的分享機制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要讓知識分享者彼此互惠，充份

的意願、充足的時間和體力、信任感等易於分享與傳播的環境，才能讓人樂意

為知識傳承貢獻心力。例如：線上教學教學資源分享區、學校資深教職員經驗

分享，皆可獲得學校活動的隱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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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取知識後再內化並加以運用後的知識、經驗分享與傳播的知識皆應選擇

恰當的方式來儲存，在儲存過程中不斷更新、分類，除了能反省原有知識，也

能讓其他下載或上傳檔案者進行回饋，形成知識發展的活動，例如：將學校活

動的書面文件、電子檔，利用資訊工具分類、存檔，以不同多媒體形式(圖像或

影像)存成一個資料庫供他人觀摩；此外，學校活動進行前後的籌備會、檢討會

，讓參與成員腦力激盪，發表個人意見、看法及作法且相互學習以得到知識的

開展。 

 

五、評價與量測知識(knowledg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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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易測量和掌控，故配合知識目標可進行較準確評鑑，而標準化、指

標性等客觀評鑑方式，才能確實檢討、改進，並立定下一個知識目標。例如：

學校舉辦活動後的檢討會、校內學校評鑑，甚至校外學校評鑑工作報告，針對

學校活動計畫、執行、自評等結果提出審查，以得到改進的建議和回饋，作為

下一次訂定校務計畫時，為這個學校活動帶來重要的努力方向。以下例子可以

說明第五步驟「評價與量測知識」： 

 

2002年才剛完成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務評鑑，是自 2002年 4月到 91年 11

月止，該評鑑工作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成立「臺北市國民中學校務評鑑委員會

」，分「組織與行政」、「課程與教學」、「訓導與輔導」、「環境與設備」

、「教師與專業」及「家長與社區」六項進行評鑑。2002年 12月 5日由教育

局公布臺北市敦化國中奪得六項全優的總體評估，其次是中山國中、大安國中

得到五項特優，在六項評鑑之中績優的「燈塔學校」學校，其經費及資源分配

也會優於其他學校。目前更將針對國民中學的八個學區各取一所為資訊科技重

點實施的學校，因此該校的軟硬體設備是每位老師人手一臺電腦。但是，其他

的縣市或南部學校，若域執行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可能會面臨經費預算的問題。

此評鑑的主要目的如下(取自 http://tpjhmail138.csjhs.tp.edu.tw/教務處/臺北市國民

中學校務評鑑/，2002年 12月 21日)： 

 

1.探討學校執行教育政策成效、回應社會對國中教育改革的期望。 

2.了解各國民中學辦學績效及學校特色，提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推動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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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 

3.發現學校的困難與問題、謀求改進策略、提昇教學品質。 

4.激發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士氣、強化自我成長、創造優質教育環境。 

    

由上可知，知識管理的步驟改善學校空間，最終目的是創造優質教育環境

。以下就兩個基本原則、兩種觀點取向及相關限制因素來了解知識管理與空間

規畫理念。 

 

壹、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基本原則 

「規畫」、「計畫」(planning)或方案(program)，是為達成工作目標所設定

的執行方針或行為。若以學校為例由上而下，在學校各式各樣活動進行之前就

該擬定校務發展計畫、各處室行政計畫、專任與科任教師教學計畫、校園社區

服務計畫等。對於任何一個組織來說，有具體的、可執行的、有步驟的計畫才

能推動知識管理，否則計畫將只是一個計畫或良好的意圖。因此，可用計畫評

核術(PERT)搭配電腦、網路與管理技巧的一種科學管理工具，做為整體監督、

控制、領導與管理。以下就運用知識管理向度、規畫教育性的空間來了解知識

管理與空間規畫的基本原則。 

 

一、運用知識管理向度 

以下分軟體—硬體、政策—執行、虛擬—實體為向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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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軟體—硬體 

資訊科技領域中硬體成長最明顯也更為強大，且變得越來越不佔空間。軟

體更提供越來越多功能，不但成為企業發展的競爭利器(Siderio & Yaldezian, 

2003)，更讓軟體能具整合性功能(何宜玲譯，David著，2001)。軟、硬體設備

已普遍存在，行政人員及從事教學活動的老師越來越為熟悉兩者的運用方式，

列舉說明如下 (張明輝，2002)： 

 

1.「家庭聯絡簿網路作業」於1998年5月陸續試辦，讓家長登入帳號之

後進入學校網路，了解孩子的在校成績、參與情形並透過電子郵件和老師溝通

。 

2.在自足式教室、圖書館網路化、電腦工作室、迷你資源中心、視訊中

心等，學校應提供充裕的教學資源。 

 

有效的運用軟體、硬體，知識管理才能發揮最大功能。以今日資訊發展速

度來看，各網頁在內容上必定是越來越精益求精，但是仍有許多缺點待改進，

例如(1)連結圖示未顯示、(2)分割畫面太多造成閱讀困難、(3)畫面太長或太寬不

易閱讀、(4)特效太多或圖檔太大以致於進入學校首頁速度變慢、(5)廣告頁面影

響閱讀主畫面等。而有些網頁設計優良值得一提，例如(1)統計瀏覽人數並在首

頁即寫出學校通訊方式、(2)有網站規畫說明、(3)整體網頁設計色彩協調、(4)分

類項目名稱明確易尋找、(5)圖示、字體大小適中、(6)進入學校首頁後，滑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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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改變形狀，增加點選樂趣和吸引力卻不影響閱讀速度、(7)利用網頁設計型態

突顯學校特色等。 

 

運用資訊科技中軟硬體設備，不但有助於達成學校教育目的，更能培養創

造力。以下利用「校慶暨園遊會」為例子，提出知識管理之下學校空間運用軟

體—硬體的具體作法(如表 2-2 )： 

 
表 2-2  知識管理下學校空間運用軟體—硬體的具體作法 
知識管理步驟 學 校 空 間 革 新 規 畫 簡 述 

軟體 設計具本土風味學校入口網站，吸引全校了解校慶的緣由
和意義 

知識目標與確認知識 
硬體 1.架設電子看板於校門口讓學生明白校慶內容及目的 

2.在會議室開會定出校慶流程 
軟體 1. 網頁人性化連結方式並且可依需求分類找到校慶歷年 

活動紀錄 
2.用電子公告系統宣傳校慶的主旨並引導學生體認 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 

硬體 1.校慶當天開放校史室、展覽室或作品陳列室供大家參觀
2.公佈欄貼上校慶的文宣品 

軟體 用無線上網讓學生主動隨時觀看校慶活動資料 
知識分享與傳播 

硬體 架攝影機、螢幕以全程錄影且實況轉播給社區人士觀看 
軟體 利用影像壓縮系統儲存有關校慶的電子檔 

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 硬體 1.製作光碟或發磁片保存校慶活動紀錄 
2.用繪圖機設計具意義的校慶活動海報 

軟體 利用校務行政系統廣訥大家對校慶的意見 
評價與量測知識 

硬體 利用簡報室說明校慶成果 
 

(二) 實體—虛擬 

Bray 認為虛擬軟體讓使用者獲取許多線上資訊，也讓知識經濟為中心的使

用者運用知識管理策略，故擁有強大資料庫的公司較具競爭力，而該公司的員

工也自然地將隱性的知識管理策略活用出來(Hane, 2003)。就教育領域來說，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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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學校環境創造了教材相互流通的團隊，網頁設計及多媒體使用皆可確定未來

學生真的從數位中學習(Buchanan, Luck,& Jones, 2002)。亦即當硬體與軟體的運用

十分通行與習慣時，利用資訊管理系統所創造的虛擬學校或許能透徹體認經驗

知識並分便儲存，例如：我國虛擬學校(virtual school)的產生以及「天空裡的教

室」—由教育部和國科會提供經費於 1998 年成立包括虛擬教學區、圖書館區、

佈告欄、課外活動、福利社、會議室、輔導室等九大單位，於資訊工業策進會

的資訊科學展示中心內(張明輝，2002)。不論國內外皆利用資訊科技(或資訊管

理系統)完成執行學校活動或在「知識庫」(knowledge base)內儲存經驗，有利於

新進或資深的學校成員實踐知識管理功能、完成知識傳承的重要工作。在此所

謂知識庫的價值在於活用知識、創造知識(尤克強，2001)。例如：校慶活動也可

成為創意的線上慶祝活動或比賽，讓世界各地為學校慶祝。 

 

虛擬實境系統讓我們感覺更具有力量(何宜玲譯，David 著，2001)。Benson

、Peltier 和 Matranga 在 1999 年研究中發現凡是家中有電腦、曾經使用電腦、較

年輕且行政資歷較淺的女性或在中學的副校長，最常使用資訊系統處理行政事

務，亦即學校成員的資訊培訓及其對轉型中教育應有態度，有助於未來作決策

的科技憑證。而目前學校教職員已會利用網路科技在虛擬的行政空間(校務行政

系統)、教學空間(各學科網路教學資料庫)、學習空間(非同步教學系統、線上輔

助學習系統)相互交流(張明輝，2002)。部分教師更會利用遠距教學(distance 

teaching)進行教學課程，過去稱為隔空教育、遙距教育或遠程教育，而且利用多

樣性的多媒體素材，包括電腦、網路線、教育設備等，透過各型態軟硬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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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時空的問題而被廣泛地被應用。 

 

除了利用虛擬空間進行知識管理，聯盟經營型態是值得參考的實際作為，

這也可能出現在未來的中小學。其重點就是要將資源作充份利用，亦即在建構

未來學校時就應注意是否能再用(reuse)的觀念。進行知識管理會使學校更具競爭

力，但是學校更應不斷補充自我改造的動力，例如：財務籌措、與社區產生共

同體、樹立校園知識共享氣氛、讓在學校活動的每一個人能自我反省、具創新

，以提高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 

 

(三)政策—執行 

知識管理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讓複製過的知識發揮最大績效的作用。但是

，在今日學校裡要讓知識管理徹底實行，政策還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學校經

營階層人員不斷向各領域學習、效法，學校組織內的知識作有效管理時也必能

使學校成員處事更有效率。故最重要的就是學校行政主管能有帶頭作用，使知

識管理順利推行，而行政主管也應具有專業的領導能力、善於與社區、家長做

有效的溝通，使學校資源得到協助，更能幫忙監督學校行政及教學活動(吳毓琳

，2001)。  

 

然而，在老舊學校工作的行政人員對於要進行學校翻修或知識管理空間規

畫的知識相當缺乏，他們不知道什麼樣的科技設備可以帶進舊的學校建築物內

？不知道該如何擬定翻修計畫？經費當然也就不能妥善運用了；最嚴重的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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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室的面積若為650-820平方英吋(約4.2-5.3平方公尺)有20-30位學生，平均

每位學生享有的坪數可能不夠放置一臺電腦(需要15-20平方英吋的空間，約1-

1.3平方公尺)；再者，網路線的架設、多媒體設備、除濕設備、汰換粉筆黑板

等，都要耗費龐大的電力，可見老舊學校的基本電量、原本空間可能根本無法

翻修(Anonymous, 1997)。因此，行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上將面臨兩難的情

境，這說明了政策上與實際執行上要多與學校成員溝通的地方。然而，知識管

理讓組織能在有限環境下進行有效溝通(Lee & Valderrama, 2003)。 

 

此外，知識管理可以改變軟體、硬體的使用情境，包括資訊交流、分享等

軟體情境運用。當然，學校應先認清自身所處的地位、條件、文化，再執行合

理政策才能找到適合的革新方向。而Parkinson更認為參與整個知識管理成員的

心態也應培養具有勇氣、想像力、創意和新領導力；同時，領導者要充分提供

知識和資訊，並鼓勵成員達到目標及預定標準(薛迪安譯，1997)。 

 

二、規畫教育性的空間 

「空間」(space)以物理結構所組成的集合會形成一棟建築(architecture)；如

果以實用角度來看，則包括建築物內設備、設施所形成的知識資訊系統或知識

連結架構，此外，視覺空間的融合塑造了建築的外觀風貌(湯志民，2000)。不同

的空間概念將會影響知識管理運用的方法，未來推行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工作的

方向也會不同，包括以內外部區分、以動靜態區分、以功能性區分等(湯志民，

2000)。例如：若以內外部來區分，則知識管理空間的規畫將會在分類、儲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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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分成重要、次要或位置較方便的空間使用或改變檔案櫃大小與格式；若

以動靜態與服務空間則會加強知識管理的溝通與分享機制是否良好，或者考慮

是否增添隔音設備及擴音系統；若以功能區分空間將使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朝向

具象徵性、創造性設備或評鑑機制上努力。以下分三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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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累積生活學習經驗 

學校建築（school buildings）是為達成教育目標而設立的教學場所，此一教

學活動場所包括校舍（buildings）、校園（campuses）、運動場（play grounds

）及其附屬設施（facilities）（湯志民，2000）。過去，學校建築很少讓「使用

者」參與，而折損「境教」的功能。今日，學校師生反過來因有參與，而更能

有以校為家，共創屬於自己天地的喜悅與認同感，學校環境因此更富教育生命

活力。健全、良好的學習環境，對於教育者具有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也讓學

生願意留在學校裡。因此，校園環境具有「教育性」、「象徵性」、「文化性

」、與「藝術性」(湯志民，1994)。此外，在學校空間因為有教師、行政人員與

同儕長時間相處，除了課業知識之外，看到校園的庭園生態、連接社區的走道

、寬敞、彈性的教室空間、放著輕音樂的行政辦公室⋯等，這些都帶來生活意

義與經驗，使我們感受教化。這是書上無法呈現的教材，也是空間帶來教育性

意義的重要之處。 

 

    (二)重組典型教育空間  

今日的行政空間仍然要處理公文、召開校務會議，象徵著有效率、嚴肅的

辦公場所；教學空間仍然兼負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秉持著辛勤耕耘、如

沐春風的精神；共同使用空間的一草、一花、一木、一樹呈現校園景觀，同樣

提供休憩及藝術欣賞功能。亦即學校建築仍保持其教育性及象徵性(蔡保田，

1977)。而當資訊科技帶入這些空間時，典型的教育空間將進行重組，以班級教

室的組合方式為例，開放教學空間或傳統隔間教室，雖然皆提供教學，卻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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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機能，亦即不同的學習環境，學生的學習行為也會有所改變。科技發

達促成師生們比較願意在線上組成社群共同進行研究(Scheckler & Barab, 2002)，

未來教學並非需要實體空間，虛擬社群或許更能連結多樣的知識概念。 

 

(三)強調活到老學到老 

    學校是一個終身學習的地方( lifetime of learning)、師生互動的知識舞臺；

MacKenzie (1989)也認為學校建築的規劃在學童的「部分時間」(part-time)運用

之外，並使其成為多目的(multi-purpose)的教育設施(湯志民，2002b)。開放學校

的空間，使校園無牆、無大門，但是大家保有自律感，一起享用學校資源。更

重要的是，資訊科技進步，透過線上資料庫可以得到許多資料，不再受限於經

費與時間，能徹底進行終身學習計畫。 

 

貳、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觀點取向 

根據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概念及內涵的發展過程出現兩種學派及觀點，其

一是人員社會化及組織行為；另一個強調資訊科技的管理；再加上我國及其他

各國的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趨勢皆圍繞著人或資訊，因此以下以人為中心及以

資訊為中心，來談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觀點取向。 

 

一、以人為中心 

    這是以「使用者共同參與」的規畫理念，來思考如何達到「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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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和「認同感」的需求，其具體作法如：成果展示、意見參與、動手

製作等。在此以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來說明： 

 

(1)教師以規畫教學研究室來鼓勵教師進修、作研究；或規畫一個學習中心

(learning center)，讓老師有分享教學經驗、結合團隊學習、教育資源充足且促進

教師專業團隊的形成的地方。 

 

(2)行政人員應該要有開放的心胸，亦即Gibbon等人(1994)提出產出知識的

兩種模式(模式一和模式二)，前者指大部分每個人都會依慣例、舊制度或專家指

導以提供服務；而後者使用以提出問題為導向並採用多樣的、試驗性的或使用

科技來達到所需，校長或處室行政人員應該試著用後者的方法，才能讓知識管

理有最大的產出(David, 1999)。 

 

(3)學生以規畫一個學生為中心的學校，如：讓學生實地經驗、團隊學習、

實驗設備齊全等，這會讓學生在中學探索階段中找到自我的興趣。 

 

另一個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觀點是要建立「知識社群」，例如：全錄公司

在加洲帕洛奧圖成立學習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發現組織應

鼓勵知識社群的形成，並且支援知識社群所需資源，包括：網路、佈告欄、會

議場所及文件製作費用等(尤克強，2001)。可知，改善環境的才能帶動學習的改

進，學校規畫者要了解不同組織本質，並且邀請學校成員共同參與規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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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資訊為中心 

首先舉例說明以資訊為中心的規畫概念： 

(1)勤業管理顧問公司(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設計了一個效率高

的網站亦稱為知識空間(Knowledge Space, KS)，提供了三種知識：新聞話題、咨

詢資源網：跨部門討論區及意見交流區(李华伟、董小英、左美雲、丘東江，

2002)。 

 

(2)圖書館也可發展其獨特的知識空間，成為知識管理運用的先鋒。俄亥俄

學院圖書館中心(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 OCLC)在1967年成立，至今利用資

訊系統成為國際資料庫及推動許多社區服務(李华伟、董小英、左美雲、丘東江，

2002)。 

 

(3)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媒體實驗室正發展一臺人機介面的電腦，稱為

〝killer application〞(殺手機)，他們讓資訊科技變成會思考，且更符合人的需求

，這項設備理論上適用於任何環境空間內，甚至裝在眼鏡或學生的衣服上

(Richard, 2001)。由此可知，知識管理空間已不再侷限在特定的空間內，只要學

生利用接收器即可隨時帶著設備接受學校教育。 

 

(4)在德州葛蘭格學校(Granger School)的校長James Bartosh認為在走廊放置

儲藏櫃的開關會有噪音，而學生們容易產生因為趕課而相互推擠產生磨擦；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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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許多學生喜歡在儲藏櫃內放書、衣服或個人物品以免被人拿走，但是不論其

位置、大小、耐用性或材質都造成學校環境的影響，於是1998年Bartosh說服

當地人不使用儲藏櫃，而要求學生將教科書影印一分放在教室內，或者用學校

提供的光碟版教科書供學生在家使用，當然在運動場、銀行或進行職業訓練課

程時仍有儲藏櫃可用，但是結果發現不使用儲藏櫃降低學生藏匿藥品或在走廊

上的噪音，現在走廊淨空之後，偷竊行為也降低了，學生也能準時到班及學會

該如何整理自己的東西，學校變得比較安靜、乾淨了；不過目前美國學校在走

廊放置儲藏櫃(lockers)情況仍然很多，有些學校還依照年級來分配儲藏櫃以免新

生經過高年級學生擺放區，或者有些學校將儲藏櫃集中放在同一個空間(Mike, 

2000)。這個例子即是告訴我們在走廊上學生應該有更正向的知識交流，良好的

學習環境應該是有助於知識分享的，學校行政人員依照學生真正使用的情形改

變使用儲藏櫃的決定，反而更使得學生學會管理自己的學習教材。 

 

(5)內華達大學(位於內華達州)的雷諾教育學院完成於1997年，主要設計期

欲引領21世紀的學習世界，引此學校成員不受到物理空間限制而追求知識，資

訊為中心的大學，例如：數學、科學及電腦中心、諮商及廁驗中心、學習讀寫

中心和教育政策中心共18教室、2間線上教學教室及自修室，皆便於連上學校

網站查看資料(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 1999a)。 

 

以上例子可以用圖2-19表示以資訊為中心的觀點 (Peter & Rober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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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以資訊為取向的知識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From, View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M. Peter & S. Robert, 2000, p.224-234. 

 

以上兩個觀點我們可以根據Davenport 和 Bruce (2001)的空間認知圖，以X

和Y所形成的四個象限來界定人與資訊為中心的異同(圖2-20)。第一象限是重

要團隊組成時需要高科技、較彈性的空間；以個人空間區塊來看，高科技環境

時可以選擇彈性或固定的工作環境；以共同合作空間區塊來看，彈性的工作空

間可以進行以人為主或以資訊為主的活動歷程；未被討論到的第四象限是不具

彈性的工作空間，以及未使用高科技的情形，也就是過去傳統的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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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Davenport 和 Bruce的空間認知圖 

資料來源：From,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nov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use of space: Questioning assumptions about non-traditional office work, by E. 

Davenport, & I. Bruce, 28(3), 225-230. 

 

參、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限制因素 

以下就認知背景不足、政策執行的困難、現實環境的衝突等因素，來了解

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限制因素。 

 

一、認知背景的不足 

    有可能因為認知不足而無法徹底執行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說明如下： 

(一) 未正確使用科技設備 

Richard(2001)認為學校並非一定要使用最新的電腦設備，有些學校也是使

用企業界淘汰不用的舊電腦，重要的是學校成員知道如何充分運用這些設備。

不懂得正確的蒐尋、儲存、截取、複製等步驟，容易使科技設備損毀，更找不

到所需的知識。因此，過去的教育設施至今仍存在於學校空間，有些應該淘汰

高科技(high tech)高人性(high touch) 

不定(nomads)

固著(nesters) 
個人空間 
區塊 

共同合作 
空間區塊 

重要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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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應加裝資訊科技配備，並且培訓學校成員使他們能充分了解資料或資訊

內涵。 

 

(二) 未設標準或參考模式 

學校空間中建構資訊科技的確可輔助知識管理真正的實施，但是多樣的校

園活動該如何進行，知識管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模式可供遵循。目前有許多測

驗、課業的指標，故建立標準或「典範學校」(model-school)是必要的(湯志民，

2002a)。此外，有些學校機構僅止於不斷追求充足的新科技產品，卻未能物盡其

用以協助教育工作更有效的完成，讓需要使用的人很快理解該如何運用。因此

，對於活動的內容和宗旨能徹底了解，才能在短時間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三) 尚未積極開發創造力 

根據湯志民(1999)創意設計的六原則即是：求新、求變、求精、求進、求

絕、求妙。因此「人—境」互動的理念，在創意的學校空間設計是很重要的起

點。但是應該主要以學習概念開始來改變空間需求(林海清，2002)。創意的設計

應該更能提昇教學效率及樂趣，但是許多學校未善用學校資源來設計創意學校

空間，以致於習慣性地修剪校園花木成不同造形、學校圍牆裝飾畫等，如此欠

缺多樣的設計，造成校園僅有曇花一現的美景或無實用性價值，時間久了就不

那麼吸引師生們的注意。David(1999)也指出若複製有效能的學校及教室雖然的

確可提昇整體教育環境，但是辦校成功最主要是能產生知識、運用知識，並且

體認知識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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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過去的校慶，師生們穿著制服或運動服在大禮堂唱國歌、校歌

、聽師長致詞及參與頒獎典禮；現在有的學校還舉辦變妝秀、舞會，或將學校

建築掛上大型五顏六色的帆布及海報等。同樣的學校空間，配上不同的慶祝方

法，給學生的卻是不同的環境教育；創意的空間會讓師生們在慶祝過程中得到

的啟示且符合經濟效益及校慶實質的意義，而不是帶給師生、家長一種迷思和

誤解。 

 

(四) 未加強資訊安全意識 

    具有資訊安全的意識，即是指資訊科技在知識管理上空間規畫的安全性防

護措施。Kuo(2003)的研究指出認為資訊安全和資訊品質有關，故為了讓使用者

感到安心和滿足，就應該提昇資訊活動品質、加強資訊安全及提供其他線上服

務。例如：學校安裝應用程式防火牆、內容安全性、通訊安全協定、伺服器管

理等。有了資訊安全意識，例如：知道病毒是對資訊安全最普遍的一種威脅、

知道駭客入侵會讓學校知識庫及管理架構遭到損毀以竊取機密，如此能確保資

訊安全更能堤昇資訊服務品質。 

 

對知識管理有認知是未來學校成員在各方面要努力實踐的方向，McKenzie

、Truc和Winkelen認為從內在價值判斷開始就要有動機，故學校若具備豐富資

源和經營則有機會持續提供積極的回饋或從錯中學習，其中人對於知識管理的

信念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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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執行的困難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是行政者努力追求的目標，然而當面對新政策、法令處

於相當不熟悉或較不受支持的情況下，行政者會產生諸多執行上的困難，說明

如下： 

(一) 未改變作事習慣 

現行臺北縣市國民中學各班級教室，皆配置一臺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供教師教學使用；電腦教室、行政人員辦公室、教師研究室或休息室等各處室

，也都有電腦設備和網路系統供全體師生使用。然而，為了教學方便在教室內

很少看到老師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藝能科老師也為了省去借單槍投影機和教室

的麻煩而不選擇使用科技設備。在行政方面我們仍可見許多校務會議或活動記

錄是書面格式，而學校教師也沒有建立共同資料庫，各課程教案只以個人分別

鎖在檔案櫃中，除了翻閱資料不易，也無法獲得立即的回饋，這對於剛進學校

的學生、教師或行政人員，仍然要像過去一樣花時間、空間和資源來了解學校

運作。例如：過去新進人員要舉辦校慶暨園遊會只能透過不斷詢問或每個星期

固定時間與之前的負責人員開會，才能大概知道怎麼進行。雖然有完整的軟、

硬體資訊設備，卻未將其發揮到淋漓盡致，實在是因為人們未具有以知識管理

為作事原則的習慣。 

 

(二) 訓練成果很有限 

以德國「學校與繼續教育」(Landesinstitut fur Schule und Weiterbildung)的在

職訓練機構為例，Herbert Buchen進行十年大規模發展方案，1996年政府決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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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五年在諾漢-維特法蘭(Nordrhein-Wetfalen)州的每個校長都要實施此發展方案，

至今大約有400位以上的申請者，卻僅提供275個訓練名額，30個人為一組相

互學習，包括教育法令、組織發展、管理型態與學校氣氛、班級經營、教學評

鑑、協商、科技運用等非正式的訓練，面臨知識與技巧不能轉化到應用場域的

問題，雖然校長是主要的行政人員但是對於帶領學校推動政策實在令人堪慮

(Dalin, 1998)。 

 

在今日的社會及教育的情境，偏遠地區的學校校長也將面臨許多挑戰觀點

，例如：中等學校及高級中學校長對於新舊制度同時存在感到矛盾。儘管在美

國當校長大約有75%是自願的，但是職前訓練是結構式的基本領導原則以了解

領導力、資訊管理及變革。然而校長的工作壓力很大，仍無法像華人校長96%

由主管機關依其任教年限及表現賦予職權，而且大約一半以上都會留任直到自

己退休為止，因為華人校長的訓練比較強調道德與倫理的教育行政；如此，兩

者有不同的內外激勵因素，因此政策的推展也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Mitchel主

張校長的主要責任就是要建立相互支援的關係、創造一個正向的組織文化，並

且讓大家參與決定(Peter & Joseph, 2000)。 

 

(三) 改變組織型態難 

在國民中學階段仍然以層級節制(由上而下)的組織型態為主，因此在水平與

垂直之間的知識不易擴散，要整合成有價值的知識資料庫更是困難。若是能設

立專責的知識管理單位，負責空間規畫或其他學校活動都會使學校各行政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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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空間擁有良好的公文作業流程，教師也較容易形成工作成就感。例如：

臺灣勤業公司主公司是美國安達信公司(Arthur Andersen，AA)的知識管理方法之

一就是提出「知識空間」(Knowledge Space)，這是運用資訊科技讓知識對內、對

外都能有效儲存、分享，以提高其服務效率和成員滿意度的一個管理結構，他

們還成立知識空間中心小組(李华伟、董小英、左美雲、丘東江，2002)。 

 

三、現實環境的衝突 

學校成員有共同的願景，但是在有限資源與空間中，仍然有部分學校無法配

合，說明如下： 

 

(一) 學校空間的兩難問題 

本土教育的環境規畫可從學校所在地域、民族文化特性，利用象徵性藝術

造形或造景，讓學校庭園、教室、社區環境等角落，傳達學校的歷史意義。人

文教育的環境規畫可從學校法規，安排具理性與感性的課程與活動，達成潛移

默化的教育功效。臺灣的學校歷經不同時代，在建築風格也傳承當時的精神，

值得許多學校用心經營為教育注入許多關懷(湯志民，1995)。然而，私立學校或

位於市中心的學校，在今日資訊設備和建築技術的進步之後，卻只求讀書效率

和成果，僅將學校用作知識傳遞場所，要思考如何具有當地草根性文化，實感

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校慶為學校的一個重要慶典，可讓學生緬懷、引水思

源；現在有的學校校慶除了有熱鬧的典禮和儀式之外，學校入口網站和製作日

益精美的文宣品都讓大家注意到這特別的日子；然而，學生們看重的是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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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僅徒具形式讓自己有個溫書假，家長們看重的是有機會與老師們談孩子的

功課、訪視學校環境現況，而老師們在校慶之前忙著摧著學生繳交作品、採排

團體表演及為競賽暖身等。於是，校慶就變成了很表面的事情，而它給參與者

在心中留下的印象和意義即失去了其真諦。 

 

(二) 傳統學校的自我束縛 

依于宗先(2001)提出影響校園佈局中，「社區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結合」為

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在知識經濟時代，唯有終身學習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腳步。

然而，傳統學校與社區的相處模式似乎達成一種默契，校園的規畫不願打破藩

籬、社區人士也不知如何利用開放空間更貼近校園。例如：過去的校慶活動是

邀請大家來學校內來參與盛會；現在有的學校會擴大舉辦，將社團活動、表演

搬到校外與民同樂，或請校園周邊商家贊助廣告，飲食及日常用品店也會有折

扣活動等，但是我們校慶前後，學校與社區關係的冷熱落差就十分明顯。我們

常可見到上課時的學校庭園、圖書館是禁止外來人士使用、而下課之後的校園

大門是深鎖的，或許學校有其安全性考量，然而在學校空間規畫之下，許多傳

統學校仍有待矯正自我觀念。 

 

(三) 預算時考量經費分配 

Parkinson認為學校的經費來源大部分來自於政府的預算編列，或公營事業

投注資金(薛迪安譯，1997)。因此導入法條來推動教育改革較具有合法的責任行

動，有助於增強公立大學的在資訊科技及知識的發展與私立學校具有同樣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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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Baines, Muire & Stanley, 1999)。然而，一些應用設備雖然讓使用者感到方

便，但是索費卻不少，還有誰能負責幫助學校去支付這些費用呢？當社會換科

技變革時增加許多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成本，在美國康乃迪克州大學

(Connecticut State college)有5000位全職學生，每年就要買進1000臺電腦以更新

設備，每年這個學校花在電腦設備的預算是一百萬美金；另外，除了許多美國

的私立學校學生早已人手一機，但是在麻州高等教育委員規畫用一億兩百三十

多萬美金購買電腦設備，希望當地約175,000位學生每人都有一臺電腦(Richard

，2001)。可見在科技導向的世界裡要跟上革新的腳步，使用電子作業、線上考

試及計分等方式，或者在教室內隨即進入圖書館系統及會議現場，最重要的是

經費問題。 

 

學校整體建築與環境的規畫對於教學及學習的影響力的確是很大的，經費

的問題，在教育單位的層級節制來說，要具體實施勢必在上位者帶頭開始做起

，才能事半功倍。在學校層級上，更取決於校長使用經費的優先次序是否願意

建設性地運用經費以實施學校空間規畫，而且若大家的觀念都朝向學校空間勢

必要改變的心態，那麼知識管理還是會在學校空間規畫中出現的(許士軍，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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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研究 

研究是經由一系列的證明步驟的發明工作，其目的在擴充知識量並且為人

類與社會謀福利。依OECD則將研究分為三類：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應用

研究(applied research)、開發研究(development research)，雖然有許多研究無法真

正給予分類(李华伟、董小英、左美雲、丘東江，2002)，但是每個研究必定有其

目標、計畫、方法，而更重要的是能帶來經濟效益及競爭優勢。本節就資訊管

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來了解知識管理與空間規畫的

研究。 

 

聲波凝塑空間，空間凝結記憶(畢恆達，2001)。可知在空間中運用知識管理

可以更有效促進學習、增強記憶。讓知識經驗和空間結合在一起。以知識為主

的系統，將知識利用資訊科技架構在學校整體環境中，不但影響人與人知之間

的溝通模式，形成分享的空間；文件儲存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形成個人學習

的空間等。在此用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概念來規畫學校空間，讓學校空間成為知

識相互連結的架構或模式。而當學校的成員參與學校空間規畫時，可以依照一

個「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方案來進行。又可稱為規畫「學校空間中的知識管理

模式」或規畫「學校知識管理空間」。以下就知識管理的實際應用範圍、學校

空間規畫的發展趨勢了解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四個層面。 

 

壹、知識管理的實際應用範圍 

    以下就知識管理應用在資訊科技與教材設備、公司航號與智慧資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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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環境規畫來了解其應用範圍。 

一、資訊科技與教材設備 

資訊設備是今日教學、行政空間中重要的「物品」，其功能有儲存、分享

……更代表個人智慧、成就和學校的知識體(畢恆達，2001)。而依據

Thomas(2002)指出知識管理的電子化工具，包括：套裝軟體、HTML的文件知識

架構、email的電子服務中心、線上資料庫、電子商務、多媒體視訊等工具。在

此將資訊科技視為一種工具，此工具可視為一種具延伸性、發展性教材，也有

利於實現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可能。然而，Parkinson認為目前並沒有一個完整

、美好的資訊系統或資料庫，我們只能說其影響會創造無限的機會(薛迪安譯，

1997)。亦即未來的學校將利用資訊科技避免求取知識人數遽增及政府補助費有

限的危機，學校之間相互連結更新教學實務情境及教學方法，也體會學校建築

在今日必須強調與科技結合的必要性，創造有彈性的學校空間例如：北科羅琳

納州立大學校區(Campus of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結合韋克縣(Wake 

county)公立學校系統(Hart, 2001)。 

 

二、公司航號與智慧資本 

知識管理普遍運用在企業界，他們也深知開發人的智慧，能節省許多資源

、資本，創造更多的財富。在今日知識經濟時代，進行知識管理容易產生個人

或組織的智慧，成為公司航號的重要資本。以下說明 Thomas 和 Arthur 的例子(

劉常勇、李書政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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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式化學公司：1997 年至今公司的計畫特許權利金從二千萬美元，增加

到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證明藉由開發中國家提供製造設備、員工，而 Delphi

公司提供技術，兩者進行知識分享與互利，可以讓企業躍於國際營運上。 

2.世界銀行：原本是聞名的靜態管理企業，1996 年宣布讓全球的客戶從資

料庫中分享其知識，並將知識視為一個創造、組織及應用的流程，至今轉變成

良好知識管理的組織。 

3.惠普公司：在 1989 年即開始使用內部網路促進溝通和知識分享，至今已

有100個新聞群組可以以滿足員工及顧客的需求。 

4.美國大通銀行及加拿大商業銀行：皆重視核心能力的發展，不採用傳統

階梯來定職位，而採用專業能力來衡量。 

5.雪芙蘭公司：建立圖書資料、訊息服務等知識分類架構，以確認組織知

識以及績效之間的差距。 

6.英國石油公司：在 1994 年建立視訊會議系統以支援虛擬團隊以強化員工

溝通和信任感。 

 

    除此之外，當前重視建立知識分享及文化的美國Boeing777公司、3 M公司

、重視創造內隱知識轉移的日本 Honda 公司；重視顧客知識的美國 Netscape 公

司；以及以知識管理為創造職涯的美國 IBM 公司，都可說是公司航號運用知識

管理成功的案例。而其中又以人力資源在知識上的運用最為重要，因為他可以

加強成員個人能力的開展、評估表現，以進行確實的訓練和獎賞，最終可達到

組織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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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活動與環境規畫 

學校是非營利性組織，在非營利組織中，其規模和結構會比較複雜，包括

：醫院、博物館、音樂廳等(許士軍，1985)，因此在面對外來競爭時，更需要知

識管理使其轉型或保有優勢地位。以學校的知識管理來說，主要是指行政與教

學，分別內涵都是進行知識管理的對象(張明輝，2002)：行政以學校基本資料及

相關表件、行政運作流程、會議記錄、重大事件或活動的內容等；教學以教師

數統計數據、教師專長檔案、課程資料、教學時數分配、教材教具、教室配置

情形、教學評量等。 

 

學校領導者(校長或各處室主任)並無企業管理的經驗、組織目標也較無形，

故很難評鑑。依Drucker的說法其實最主要就是這些組織的目標沒有清楚的定位

，因為學校領導者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紛爭，常會將目標範圍定得廣大，這

更造成資源的分散；因此，Drucker提出六種管理此類型組織的方法：(1)訂定組

織主要發展目標、(2)依目標訂定具體執行計畫、(3)集中資源以執行計畫排定的

優先順序、(4)為執行績效設定標準、(5)確實評估績效、(6)有系統地檢討並改進

發展目標及執行計畫的步驟等(薛迪安譯，1997)。 

 

其實，學校可以像企業一樣有管理的需求(秦夢群，2002)；甚至根據

Parkinson建議學校還可以與企業結合幫助達到組織目標(薛迪安譯，1997)。由於

現今社會與教育各界越來越重視學校的辦學品質、管理績效，學校組織勢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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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引進知識管理的理念，將學校組織內外部知識與智慧資本，做最有效的管理

。 

四、未來系統與共同願景 

公元2010年我國將邁入「科技化國家」，有十二項策略：集結民間與政府

讓研發經費及人力素質穩定成長、形成整合運用資源及高等教育研究力量的政

策、科技政策法制化、推動尖端科學計畫及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國家資訊通

信基本建設、推動永續性公共安全及國民健康之科技研發、以合作引進或自行

研發相互輔助以開發產業關鍵技術、開發各類園區以加速研發成果、促進人與

科技融合、加強兩岸及國際合作、建立科技教育網以普及教育研究成果、增進

國防科技研究及推展軍民合作(丁金江，2001)，可見未來知識管理應用層面將會

充分利用資訊科技以培養人與更先進的工具。 

 

未來學者Alvin Toffler在其書《大未來》(Powershift)對於知識視為一種權力

，也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本質所在(吳迎春譯，1991)。未來知識管理的系統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將是便利的整合功能、建立是組織轉型、

提昇競爭力的方法(馬曉雲，2001)。也就是說，知識管理將成為「以一役物、化

簡馭繁」的工具，因為利用資訊科技將使得知識管理具有更強大的統整功能。 

 

未來的資訊設備預測將會依賴電池，亦即使用無線的設備，例如：在麻薩

諸塞州的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及凡明翰州立大學

(Framingham State College)、在紐約的美國聯邦軍官學院(U.S. Military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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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科羅拉多州的韋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以及一些美國的中高

級學校都是使用無線的設備。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假設生化科技有前所未有的突

破，每個人都擁有晶片可直接將資料下載、儲存，然後依設定分類、彙整，然

後傳播、分享知識到其他晶片上。值得注意的是，當人腦所接收的資訊量越來

越大，其品質或正確性將會受到挑戰，甚或會忽略傳統的典範書籍、寫字技巧

、人際交往態度及生活常識而使人失去部分文化遺產和精神信仰卻不自知，至

此同時，文明科技下的人文及本土環境將受到極大的衝擊與挑戰。 

 

貳、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趨勢 

人的生活經驗因建築與其所形成的空間而獲得開展，在此所謂的空間可以

有兩種層次：物理空間(或理性知覺空間)、心理空間(感性知覺空間)。物理空間

指的是人的身體、工作區塊、建築體數量、大小、密鬆程度等；心理空間指的

是人透過視覺、聽覺等效果產生的距離感、工作氣氛感、文化親疏感等。本研

究指的學校空間以資訊管理系統為基礎架構所形成的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及其

他共同使用空間。此外，學校裡的空間亦可藉由樹與建築物的配置方式界定空

間的定義(趙家麟，1998)。 

 

校園是人造的環境，人可經由設計蘊育出來不同的空間氣息，不論是何種

空間層次，每個人都應該握有自我對於空間的人文與本土意識。空間具有記憶

與儲存模式、行動想法與領導行為、協調活動張力與拉力氣氛、歷史性、經驗

性及認知性(Elisabeth & Isabel) (趙家麟，1998)。傳統的學校建築已經參與學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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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動，如今也許將面對重建、新舊結合或保留等各種命運，並且與當地其他

建築形成新空間，置身其中的我們似乎應有所省思。從過去十年到現在，不斷

出現新的資訊科技(如：影印機、資訊系統、打字機、電子郵件、傳真機、語音

信箱等)，使人們的工作方式與過去年代有所不同，人們在使用知識與資訊時變

得更強勢、更節省時間也更有效率，而新的資訊科技也不斷進步、不斷整合工

作空間成為更好的工作環境(Wiig, 1995)。因此，空間與科技的結合，增添或汰

換了不少設備，也修正了「人—境」互動之間傳統的想法。 

 

空間規畫勢必要持續進行，以今日隨處可見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多媒

體設備、網際網路、光碟軟體等，空間結構的改變才足以容納、填塞新科技產

品的進駐。本節主要探討臺灣、美國的學校空間發展，以及個國家推動教育類

計畫的情形。 

 

一、臺灣的學校空間規畫發展趨勢 

    臺灣學校一直被視為「管理、訓練」學生的場所，至今校建築核心也仍然

是行政大樓。在因應今日終身學習社會、物理學典範轉移、外在環境改變的能

力時(秦夢群，2002)，學校實在應逐漸轉型朝向優質(quality)的學校環境。以下

依照學校建築的發展時間，整理表2-3作為臺灣空間規畫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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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臺灣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 

年代及學校 空間類別及規畫情形 

清前時期(1895之前) 

  荷西時期(1624-1661年)： 

教會(1626年)→學林(1932年)→有正式

教室的學校(1636年) 

 

明鄭時期(1661-1683年)： 

太學與社學→孔子廟與地方學結合稱

學宮(1666年)→講(道)堂 

 

滿清時期(1684-1895年)： 

書院(1683年)、儒學(1684年)、書房、

社學→義學(1706)→學堂(1885年) 

以書院為主— 

(1)教學空間：講堂、各課程教室、尊經閣

或藏書樓的圖書館(後堂樓上)、廂房(中

堂樓上)、練習射箭的射圃 

(2)行政空間：後堂側室或齋舍前頭幾間、

老師辦公室 

(3)共同空間：庭院、齋舍、門房(門廳側室

)、廁所(後門外另加「外護」)、廚房(後

進兩頭)、浴室、倉庫(在角落)、水井(與

廚房有關)、走廊(大多在後院講堂與後堂

之間) 

(4)其他精神空間：楹廊側牆或過門有門額

或字畫框、擺放頒贈的碑文之建築物(前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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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代(1895年-1945年) 

 國民教育 

  國語傳習所(1895年)→小學校(1897年)→

公學校(1898年)→國民學校(1941年)，此

時也有原住民(蕃人)教育系統 

 中等教育(男女分開、日臺分途教學) 

  [日本人男生]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

(1897年)→再附設五年制尋常中學科

(1898年)→總督府中學校(1904年) 

[日本人女生]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1904年)→總督府高等女學校(1909年)之

後另設一所 

[臺灣人男生]在臺中設中學校(1915年)後

又改名為高等普通學校(1919年)，1921

年改為「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臺灣人女生]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分教場 

(1897年)後又改名、改制，1919年改為

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師範教育 

(1896年)成立教員講習所、國語學校師

範部→臺北師範學校(1919年) 

 高等教育 

5所專門學校(1899年醫學→1919年農林、

商業→1927年工業→1943年文理科女子專

門學校)、1所大學(1928年) 

以小學校、公學校為主— 

具有傳統書院的格局，更加上建校規則

。 

(1)教學空間：農業實習地(體育場兼用)、

教室、特別教室、禮堂、圖書儀器設備

、 

(2)行政空間：辦公室 

(3)共同空間：體育場、遊泳池、宿舍、飯

廳 

(4)其他在校舍配置採「一」字、「口」字

、「ㄇ」字型，整齊畫一 

 

以基督長老教會為主— 

最早是1882年的牛津學堂 

(1)教學空間：體育館、音樂館、教室 

(2)行政空間：校史館 

(3)共同空間：宿舍、迴廊、天井 

(4)其他具有鄉土味、本土化的設計，校舍

配置為「ㄇ」字型三合院式或四合院式

年代及學校 空間類別及規畫情形 

光復後(1945之後) 

進行各學校校舍或建築設備標準的研訂：

幼稚園設備標準(1989年)、國民小學設備標

準(1980年)、國民中學設備標準(1987年)，

之後公布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2002年)、高

級中學設備標準(1999新修訂)。 

60年代：波浪式屋頂、使用設計標準圖

70年代：危險教室的整修、校舍面積及

結構上的改良 

80年代：無圍牆學校、震災校區重建、

開放空間設計 

 

(1)教學空間：普通教室、專科教室、電腦

教室、教學研究室、禮堂、圖書室、遊

戲室、觀察室、視聽室、教具室、 

(2)行政空間：校長室、單位辦公室、一般

行政辦公室、導師辦公室、 

(3)共同空間：單或雙面走廊、諮詢室、資

料室、接待室、保健中心、活動中心、

運動場、庭園、餐廳、寢室、儲藏室、

附屬設施(更衣室等) 

(4)其他資源回收、社區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的學校建築，湯志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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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3可以看到臺灣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在教學與共同空間上的大幅

度改進，但行政空間較缺乏變化，也許受到政治因素，或者人們對於學校辦公

室應該是嚴肅的刻板印象仍保留著。值得注意的是，社區的概念已帶入學校空

間內，特別是在九二一震災後對於建築結構、當地特色文化的重視，而資訊設

備空間雖然沒有設備標準，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光復後的臺灣積極培育科技人才

的成果。 

 

二、美國的學校空間規畫發展趨勢 

在此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依據英國文化及歷史脈絡來探其學校空間規畫

的發展趨勢，整理成表 2-4。美國學校受到環境的影響所作的反應是直接的，而

且以校長為重要的決策者。此外，每一個時期的刺激都會造成學校空間規畫及

風格上大幅度改變，他們也在矛盾之間找尋自己應該順應潮流以達到國際性、

都市化的目標。此學校的每個改變都是進步的，特別在圖書館與宿舍上，以及

後來成立實驗室、車道、停車場的表現，都再次證明美國學校的可塑性高。 

表 2-4  美國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 
年代 學校空間意識 空間類別及規畫情形 

殖民時期與獨立初期

(1746-1800年) 
 

‧在偏遠郊區 
‧是為了遠離世俗混亂 
‧被稱為 campus 

(大草原之意) 

校長的寓所、那薩館(Nassau Hall)上課
，附近幾乎是樹林與農地，屬於半原

野式的環境。 
以下空間全處在一個大屋頂之下。 
(1)教學空間：教室、圖書館 
(2)行政空間：辦公室 
(3)共同空間：餐廳、教堂、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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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前半期 
古典希臘復興式校園 
(1800-1860年) 
 

‧對稱 
‧秩序 
‧西方古典文化課程帶動

希臘哲學藝術風 

從原先兩棟又增加了約十棟，由於土

地大，各個建築物的空間十分充裕。 

十九世紀後半期 
浪漫維多利亞風格 
(1860-1896年) 

‧南北戰爭之後進入聯邦

時代 
‧繁榮、細緻 
‧充滿活力、反對稱 

採用天然材質，華麗又豐富的裝飾，

校園規模更擴張，鐵路及水道的運行

成為全美大學最好的校園。此時，

James McCosh校長是重要的校園規畫
者，以學校宿舍及圖書館最為稱羨 

回復英國傳統的 
校園重整期 
(1896-1929年) 

‧課程、活動多 
‧學生人格特質塑造 
‧回到封閉式方庭設計 

董事會決定重整圖書館並設計一系列

新宿舍為開始，回復到歌德式建築，

並且要阻隔火車經過的噪音。 
二次大戰後混亂的 
快速成長 
(1960-1979年) 

‧高等較教育發展 
‧混亂融合 
‧反傳統 
‧國際型 

急遽擴大校地、建宿舍，並且要求人

車動線安全故增加停車場及車道。由

於現代與傳統又重新融合造成新設計

廊道狹窄有壓迫感，此時設計也較為

簡單。 
傳統與現代之間複雜

與矛盾的協調期 
(1980-1990年) 

‧女性、少數民族進入 
‧以學院為中心 
‧想彌補、填充不滿足感

設立實驗室、提供宿舍內閱覽室、交

誼空間、以學院為主的宿舍、步道空

間 
新的展望與舊的維護 
(1990之後) 

‧不再尋找統一 
‧視覺空間是無形隔閡 
‧與都市發展同步 

重視歷史古建築、各學院間的通道系

統、新的填充建築將不會干涉到舊校

舍 
資料來源：整理自校園規畫的時空觀—普林斯頓大學二百五十年校園的探討與省思，趙家麟，

1998，第 12-83頁。 

 

然而，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學校董事會的權力，及聯邦政府、州政府、地

方政府的層層節制，因此，美國大部分的學校發展研究計畫由州政府為基礎所

建立。比較特別的是，1980年期間由於重視研究與發展，故雖然過去在教育上

的行政人員比計畫推行者能掌握管理的行為較強，但是在發展工作的責任系統

之後，對於計畫的推動也較不受到政策執行者的指使(Dalin, 1998)。  

 

三、其他國的學校空間規畫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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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高等學校空間規畫發展趨勢，受到社會需求、可用資源有限以

及對文化歷史保存觀點的影響，朝著以下方向進行(邱慶平，2002；高冀生、費

曦強，2002)： 

1. 少拆除、多修整舊建築內部，並擴大學校規模，增設系、所、院以提供更多

自 2002~2005年留學生名額及接受菁英教育的機會。 

2. 設立標誌性建築以喚醒校園文化，並且積極開啟無形學校空間觀念。 

3. 建構網路、強化學校科技園，成立大學城。 

4. 增加軟體需求以應付繼續教育、職業教育培訓。 

 

新加坡甜美賽克(Temasek)工藝學校空間規畫，讓行政大樓的徒步道連接各

個學院入口、銀行、商店、藝廊，學生從教學空間移到行政空間不用五分鍾，

其中校園公共空間(停車場、草坪等)都有校園道路系統相連，可謂促進了社區

與學校的交流(Michael Wilford聯合建築師事務所，1997)。同樣在新加坡木巷

(Woodlands)鎮的美國學校，提供社區人士使用圖書館、游泳池、操場、餐廳、

音樂廳等，讓學生、家長、教職員工有良好的互動(Perkins & Will建築事務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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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淡踏町立岩屋中學校(Iwaya Junior High School)位居海邊，為新舊結構

相互結合在一起，目前行政空間、教學空間和共同空間都採用開放設計，學生

利用馬賽克裝飾牆璧讓整個學習區多了色彩，若要聊天則有個舒適空間就在學

校牆內凹進去的地方都放了椅子。另外一所內子町立大瀨中學校(Ose Middle 

Sschool)因為位在森林區巷道內而要求保有自然環境，高低差所形成的坡度在空

間規畫上了一些階梯，最特別的是一般教室和特殊教室的地板與社區互為整體

建築，表現學校與社區互動的情形(Educational facilities-New concepts in 

architecture & design ,1994)。 

 

英國小規模學校歐塞茉爾初級學校建於 1956年，在教學空間上利用餐廳或

多目標大廳(multi-purpose hall)區隔各班形成班群，並將班群與共同空間結合，

充分使用學校空間，同時也注意到設備與學生高度的問題；金幹中學經過戰亂

後重建於都市區，在教學空間上盡量採用特別教室並且節省走廊面積，讓校園

每一個區域都作最好的使用；英國阿諾魯特中學，使用「生活集團」的概念，

作為集體學習之用，稱為「居家屋」(house room)，建設這所實驗學校，節省了

不少工程費和建造時間(湯志民，2000)。 

 

學校空間規畫的發展趨勢未來將是以社區為主要關注焦點，Moore 和 

Lackney(1995)、Brubaker(1998)、「美國學校和大學期刊」(American School & 

University, 1998)、January Townsend和Otero(1999)皆強調學校與社區的結合，就是

要發展成學校校舍建築成為「社區的瑰寶」( the jewel of the community)、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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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終身學習社區( the school as a lifelong learning community)、學習型社區( 

the learning community)。根據美國學校與大學(1999ｂ)也指出在麻州大部分幼稚

園到8年級的學校朝向社區大學發展，追求詳盡的知識內容為核心課程，並融

入資訊科技以達到空間創新及擴展的目標。其次，再加上學校禮堂、演藝廳、

藝術中心、音樂實驗室，以及其他表演的空間和美術教室，讓學生與社區人士

享用共同使用空間，讓每一個人都是學習者( a learner)、教師( a teacher)和領導

者( a leader) (湯志民，2002b)。 

 

在 1989年MacKenzie的「規劃教育設施」(Planning Educational Facilities)

一書中早已提及學校與社區結合的重要性，更是學校建築規劃發展的必然趨勢

。即強調學校建築應成為符合社區教育、體育和文化需求的教育設施，而非僅

是提供學童和青少年教學/學習活動的基本需求。因此，未來學校的空間規畫將

與社區相互融合，沒有清處的圍牆界線、學校大門亦屬於精神象徵或路標、成

立社區大學、學生到社區實地教學等，今日各級學校已為家長設置一間辦公室

就是社區與學校結合最好的示範。 

 

此外，教育設施在建築中新概念及設計(Educational facilities-New concepts 

in architecture & design)於 1994年提出幾個觀念供學校空間規畫發展參考用： 

1. 把圖書管佈置得像家一樣，會讓學生記得學校內發生的酸、甜、苦、辣。 

2. 共同空間的重要性在於他扮演文化交流的場所。 

3. 行政空間或建築若與其他的建築有連接通道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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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再以行政大樓為中心而是以圖書館為中心，則會增加許多學生互動、討論

的機會。 

 

參、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層面 

美國目前有21%以上的學校有50年的創校歷史，若要重新建造將需要85

兆美金(甚至112兆美金)，然而過去的學校空間未考量學習目標、環境品質、安

全、建置適切設備及數量充足等因素，因此以學校需求建立知識管理空間，包

括資訊科技為主、重視知識在學校建築上顯現的價值，將有助於學生真正在學

校空間中獲得知識(Uline, 2000)。以下說明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可從兩點來著手：

第一，學校建築方面，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應有完善的革

新規劃才可提供學生積極、正面的學習環境知覺(湯志民，2000)。所謂完善的革

新規劃在此是以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模式來探討，作為參與學校空間革新者參考

資料；第二，學校人員方面，包括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社區

人士、工友能以知識管理為主要工作態度。在此僅探討學生與教師、教師與教

師、教師與行政人員互動情形，因為這三種情形是知識交流產出最多的時候，

並分成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規畫、行政空間規畫、共同空間規畫四個層面

說明如下。 

 

一、資訊管理系統 

資訊比科技重要，因為個人價值會在運用資訊科技時產生(何宜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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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著，2001)。因此，正確地使用資訊在進行知識管理空間規劃才能達成既

定目標。在此將資訊管理系統分成幾個流程： 

(一)輸入 

首先我們應架設完整的資訊系統空間設備，包括：有預留空間擺放電腦，

3D文件及實物攝影機、投影機、螢幕、講臺有觸碰式影音系統、電腦輔助教學

、打字等教學工具等；桌椅堅固、耐用、可隨意組合成會議桌，更配有麥克風

或個人電腦；此外，視聽設備、空調系統、線路規畫皆應完善(Richard，2001)

。若我們要寄信，也許過去要花時間、金錢寫信，但是現在使用文書處理軟體

，就可以統一信的格式，甚至將郵件分類成公事及私人的，完成電子通訊錄設

立後，後來的輸出會非常方便 (張玉明譯，Aslett & Cartaino著，2001)。 

 

(二)儲存 

電子通訊錄存在一個資料夾內，其他的檔案也應作妥善的管理。再利用磁

碟最佳化可以使所有檔案都依序排列起來，當我們要蒐尋收信人的電話，便可

以找起來較快。或者我們將經常撥的電話號碼記憶在話機上，當下次輸入之後

可以立刻進行電話會議。 

  

(三)輸出 

應用軟體會將你所輸入的資料集合處理，使它能被消化理解。但是，當我

們不斷地使用電腦、試算表及建立資料庫、簡報軟體和檔案管理，卻無法產生

結果，便可利用其他高度結構化的資訊或上線連到其他資訊，最終目的就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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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達滿意的產出。 

(四)回饋 

電腦只是資訊處理器及工具，不能評估價值及作判斷。有效使用資訊科技

為的是要提升資訊的價值(何宜玲譯，David著，2001)。每次的回饋其實就是在

檢證之前輸入資料的邏輯思考是否有錯誤。 

 

二、教學空間 

學習環境與成功學習與否有密切的關係，關於環境的空間大小、溫度、照

明、座椅舒適度、設備運用情形等，都應善盡資源及功能，才能有效的整合所

學得的知識；同樣的，教師的教學環境也會影響施教成效，因此教學空間規畫

是重要的。以下舉教室、圖書館、導師室作為例子說明： 

  

(一)美國新新那地(Cincinati)大學教室及圖書館 

在新新那地(Cincinati)大學資深建築規畫師Burrill的研究發現，該校集中排

課的教室使用率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為63%(該校有2440間教室，其中28%的

教室有10~20位學生使用；56%的教室有21~49位學生使用；16%的教室有49

位以上的學生使用)，研究結果顯示該校需要7座新配備的教室以容納80~130

個學生使用。再以圖書館來說，美國的商學院的圖書館大部分已利用電腦進行

教學，像哈佛(Harvard)和波士頓(Boston)的商學院學生不再繳交紙筆作業以免浪

費資源，改用「位元」(bits)交作業，然而教師利用電腦進行教學課程的準備工

作時所花的時間比之前還多(Richard, 2001)。因此，教學空間未能充分利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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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校沒有規劃特定空間供大型教學使用，再加上仍有許多教師不願意利用新

的空間或設備改進教學方式，都有可能使學校成員的學習及追求知識的興趣降

低。 

 

    (二)瑞士2002年圖書館評鑑計畫 

並非書多、面積大就算理想的圖書館，應該要能夠將圖書館的功用發揮出

來，包括是否能配合使用效能？是否方便查詢？是否訂定一套特別的借閱程序

？期刊是否分門別類地整齊擺放供我們方便抽閱或影印？就今日來說，我們仍

將之用在收藏的功能上，其實資料檢索的方法，如：微卷縮影、電子資料庫、

影像論文及期刊資料庫、電子期刊、即時電子新聞等，都是讓圖書館更具實用

價值的發展(許士軍，1985)。像在瑞士的發展與合作機構(The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的文件中心有五個非全職的成員，負責發展資訊品

質控制計畫(quality control plan)，於2002年年底評鑑是否圖書館的計畫案建立了

有品質文件管理；同時每一間圖書館要負責特定領域研究發展、文件檢索及標

籤化(Myriam, 2002)。此外，在每層樓架設適量的影印機、改善閱讀環境讓圖書

館成為終身學習的場域 (鍾瑞國、鄭曜忠，2001)、知識中心(尤曉鈺，2001)。例

如：在圖書館一樓有舉辦畫展、文物展、特價書義賣、徵文比賽等。目前大部

份的學校則會規畫一個會議空間在圖書館內部，便於舉辦座談會，或建立網上

公共目錄(李华伟、董小英、左美雲、丘東江，2002)及進行館際合作(鍾瑞國、鄭

曜忠，2001)，這些皆是知識管理空間規畫良好的示範。這也就是告訴我們圖書

館是知識管理在學校空間革新有一番作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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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功能越來越多元了，此空間可以是會議中心(Kennedy, 2003)、研習

中心、教學資源中心，更是終身學習的最佳空間(Fantz, 2001；Schulz, 1999)。而

導師室也將逐漸轉型成不同類型、功能的導師室，說明如下： 

 

(三)各種類型的導師室 

不同學科的老師在一起比較難進行教學研究；而「大型辦公室」大致上以

教師集會和批改作業為功能，也沒有教學研究功能，甚至連導師的輔導功能也

受到限制。因此，導師室應該需要各種類型，有小型研討室、大型國際會議廳

、教師個人研究室、教師會辦公室等等，可供教師團體研討、個人研究、課程

規劃、教材編擬、教具製作和資訊蒐集等。 

 

三、行政空間 

以辦公室為例，大部分是行政人員辦公的地方，其重點在簡化行事流程，

故除了成員、環境管理(包括：動線設計、工作區大小及桌椅高度、設備配置及

使用情形、門窗衛生、整體色彩、照明等)，業務資料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包括

：資料是否有用檔案夾儲存起來，然後放在檔案櫃內？桌椅上下堆滿應丟棄的

資料？書櫃或抽屜是否分類整齊？要讓辦公室變得有新鮮感、有效率，以下有

幾點可考慮(張玉明譯，Aslett & Cartaino著，2001)： 

1. 隨時整理並分類：自己歸檔文件時，文件櫃要鄰近桌子，個人物品存放在小        

的儲藏櫃，其他業務資料或文具歸類擺置好便於公共使用。  

2. 辦公桌或會議桌：改用可移動或組合的辦公桌或會議桌，不要勉強使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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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的辦公室家具及設備。 

3. 電話應自由移動：當電話響起時，你能隨時隨地拿得到所需檔案文件。 

 

今日軟、硬體進展的同時，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ze)後的成員應積

極接受系統性解決業務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不斷變動的空間之下，靜止不

動的是儲藏格，而不是人的創意設計。 

 

四、共同使用空間 

共同使用空間有禮堂、庭園、陽臺、操場、合作社、交誼廳、廁所等。依

照下面一張概念圖(圖 2-21)，教學空間與行政空間的交集是共同使用空間。進

行學校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時，應以資訊管理系統為基礎，知識管理想法為核心

，將政策—執行、軟體—硬體、虛擬—實體的學校架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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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空間 行政空間 

各類型教室、教學資源中

心、圖書館、教學研究室

、國際會議廳、視訊中心

等 

其他共同使用空間： 

禮堂、庭園、陽臺、操場

、合作社、交誼廳、廁所

等 

校長室、校史室、各辦公

處室、會議室、簡報室、

發報室、警衛室等 

 

      實體 

執行                                                       政策 

知識管理 

 

      虛擬 

資訊管理系統 

軟體(多媒體光碟片、校務行政系統、各學科網路教學資料庫等) 

硬體(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螢幕等)設備 

圖2-21  知識管理與學校空間概念圖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資訊管理系統對於行政空間、教學空間

及共同使用空間的重要性，為了跟得上資訊流、知識流，在尊重教育價值觀之

下，若要進行任何改革都是必然的。因為資訊科技可形成全球知識社會，學生

的學習將不會受到地區或國際的界限，反而增加國際間的互動和溝通行為，其

價值是能節省時間與經費，更創造豐富的智慧資產及知識(Passantino, 2000)。如

Gaffen(2000)指出聖地牙哥聯合校區建造計畫利用建造管理軟體(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oftware)系統為輔具，完成 1.51億美元建造計畫證明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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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規畫學校空間時節省學校建造經費及時間的好處。 

在此還要注意領導者的意願、教師的資訊素養及學校資訊設備與經費(卓素

珍， 2001)。此外，當外在環境變動十分快速，學校為了保有競爭優勢會採取

許多經營策略，例如：學校間建立「策略聯盟」 (alliance strategy)或「伙伴關係

」以縮短研究與教學的距離、我國於 1999 年成立中華民國教育行政研究學會中

及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等專業組織、美國南緬因州南方三所大學於 1985

年與鄰近 30 所中小學進行「南緬因州教育伙伴計畫」、東密西根大學和附近學

區法明頓公立學校(Farmington Public Schools)建立「教育伙伴學校關係計劃」(吳

政達，2001)、美國亞歷桑那州教育學院進行「教育導入商業精神研究」(The 

Commercialism in Education Research)發現已有417所典範學校和傳統公立學校達

24 州和哥倫比亞區在2003 學年度與企業共同管理且逐年增加轉型的學校數

(Walsh, 2003)等都值得參考。圖2-22知識管理空間規畫方塊圖，可作為規畫知識

管理空間者自行想像該如何旋轉讓五個知識管理步驟適當地運用在學校空間及

資訊管理系統中，亦代表未來的學校應該要更具有彈性(flexibility)和適應性

(adaptability)，形成空間無間並且精用人力資源。正如 Shabha(2000)認為未來許多

英國實體大學在資訊系統建置下快速轉型成虛擬型態讓學生有較多的選課彈性

和跨越時空的情境，打破師生之間的界限形成許多社群並且有許多資源進到學

校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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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保障未來社會經濟穩定的一種投資，例如：1998年世界銀行年度報告

(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提到在1960年到1990年南韓和迦納兩國的國民生

產毛額已經相差六倍之多，其中一半的原因歸功於教育；國際統計處(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也指出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將會有很高的收入(Michael, 2001)。

在此提出知識管理空間，期待未來教育工作者積極改進知識管理的方法及加強

關注空間及設備問題，包括：改進全球知識管理、擴大國際教育網路、公私立

機構共同合作、訓練學校成員具有良好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等，讓學校成為知

識源流、人文及本土薈萃的智慧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