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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問卷調查法、實地觀察、訪談和檔案資料內容分析

法，來發展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研究，進一步提出具體的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建

議。以下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料分析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以職務、服務年資、學校創校歷史、校舍面積、學校教師數、校舍面積/教

師數，為 6個自變項，調查目前臺北市國民中學使用學校空間及運用知識管理

的現況 2個依變項。 

 

本研究根據 Gilbert、Steffen 和 Kai在 2001年提出的知識管理模式為主要

研究參照，將此模式彙整得到知識管理的五個步驟，從知識管理的步驟來調查

學校空間，可包括：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以

下列點說明： 

 

一、自變項有 6個包括： 

(1) 職務：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專任教師。 



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 

2 

(2) 服務年資：5年以下、大於 5年。 

(3) 學校創校歷史：30年以下、大於 30年。 

(4) 學校校舍面積：15,000m2以下、15,000 m2~25,000 m2、大於 25,000 

m2。 

(5) 學校教師數：100人以下、大於 100人。 

(6) 校舍面積/教師數：比值 200 m2以下、大於 200 m2。 

 

二、依變項有 2個包括： 

(1)使用學校空間情形。 

(2)運用知識管理現況。 

 

三、使用學校空間情形分為：平均每天使用時數、學校空間使用滿意度(

包括：空間配置、空間大小、設施種類項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經

常使用的資訊管理系統與設備、教學空間與設備、行政空間與設備、共同使

用空間與設備項目。 

 

四、採行知識管理步驟情形分為：訂定計畫目標並確認知識、獲得並運

用知識內容、有效分享並傳播知識與經驗、發展並儲存個人或組織知識、評

價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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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研究架構中，說明的部分以「─」表示；關係、相互影響以「」表示。 

2.圖3-1中所指的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並且依

知識管理步驟，學校的教師、行政人員的知識管理行為，分類製成如表 3-1。 
圖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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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學校空間與知識管理分類表 

教師的知識管理 教學空間與設備種類 行政人員的知識管理 行政空間設備種類

確定教學單元、準備

教學內容、寫教案、

設計教材教具、進行

課堂(或線上)教學並
使用教材與教具、批

作業、施測 (編製試
題 )、聽演講或參加
研習、儲存教案及試

卷、教學研究或反省 
 

空間： 
普通教室、領域教室

、(藝能科)專科教室
、電腦教室、多媒體

教室、實驗室、視聽

教室、作品陳列室、

教師研究室、教學研

究室、教材準備室、

教學資源中心、教材

製作室、圖書館、視

訊中心、國際會議廳

、體育館、游泳池等

。 
設備： 
教科書放置櫃、考卷

存放櫃 

訂校務計畫、訂學校

法規、發公文、舉行

朝會、親師座談會、

研習活動等 )、培訓
行政人員、辦新生訓

練(始業式)、校務資
料分類建檔、建教合

作、辦理社區教學課

程、學校評鑑 (校內
及校外) 

空間： 
校長室、校史室、各

辦公處室、發報室、

簡報室、儲藏室、主

機房、 (視訊)會議室
、文宣品擺放處 
設備： 
機櫃(懸掛式或落地
式)、交換器、中心
交換設備(各單位一
臺)、光纖(實體線路)
、網路儲存機(試用
中)、AVR(穩壓器) 

共 同 使 用 空 間 與 共 同 活 動 
共同活動： 
參加升降旗典禮及校慶、唱校歌、參加園遊會及運動、糾察導護、校內外比賽(壁報、
整潔、啦啦隊等)、響應愛校運動、推動校園革、新線上分享意見及留言、提供可下載
檔案、休憇時聊天 
共同空間與設備： 
空間：禮堂、活動中心、庭園、陽臺、操場、合作社、交誼廳、警衛室、廁所 
設備：影印機、印刷機、飲水機、販賣機 

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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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設備(軟體)： 
九年一貫課程資料、年行事歷存放區(依各校自定)、電子書包(試辦中)、校務行政系統(
校友名單、教職員名冊、教訓輔資料或長會成員名冊)、校園刊物讀取區(依各校自定)
、影像壓縮系統(試辦中)、教師資訊檢定練習題庫(光碟或線上學習)、學校網頁教學資
源分享區、遠距教學(試辦中)、教學廣播系統、視訊會議系統(試辦中)、試題庫(依各校
自定)、硬碟防護系統(試辦中)、校園無線網路(試辦中)、教學題庫(依各校自定)、e 化
教材(試辦中)、教材教法資料庫(依各校自定連結教育部或連結老師個人網頁)、學校評
鑑工作報告(校外)、成績處理系統 
資訊設備(硬體)： 
網路線、KVM(key-board video mouse)、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電子看板、文件提示機(
試用中)、幻燈片盒存放區、磁片及光碟存放區、掃描器、數位相機、視訊攝影機、燒
錄器、繪圖機、印表機、文件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平板電腦(Tablet PC)、掌上型電腦
(PDA)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的母群體為臺北市國民中學共有 62所(教育部網站，2003年    

1月 7日，http://www.edu.tw/statistics/search/search.htm)，分別將各學校從第 1

號編列到第 57號，校名與號碼配對如下： 

 

市立國民中學：01.介壽、02.民生、03.中山、04.敦化、05.興雅、06.永吉、

07.榴公、08.信義、09.仁愛、10.大安、11.芳和、12.金華、13.懷生、14.民族、        

15.長安、16.北安、17.新興、18.五常、19.螢橋、20.古亭、21.南門、22.弘道、        

23.中正、24.建成、25.忠孝、26.民權、27.蘭州、28.重慶、29.萬華、30.雙園、        

31.龍山、32.木柵、33.實踐、34.北政、35.景美、36.興福、37.景興、38.誠正、        

39.成德、40.內湖、41.麗山、42.三民、43.西湖、44.東湖、45.明湖、46.士林、        

47.蘭雅、48.至善、49.格致、50.福安、51.天母、52.北投、53.新民、54.明德、        

55.桃源、56.石牌、57.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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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不同研究方法來選用研究樣本，說明如下： 

 

壹、問卷調查對象 

為調查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及行政人員對於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

政空間、共同空間及其他學校空間的使用情形，將發放調查問卷予各校校長、

處室行政人員、導師或專任教師，人數則因各校教職員數量及比例不一，為能

獲得客觀調查結果，各校發放問卷份數依該校教職員數將有所不同。 

依教育部統計處國民中學校別資料(2002)可知，目前臺北市立國中教師

6,246位、職員 1, 073位共計 7,319位，平均每校 108位教師、19位職員共計

127位，以 15%抽樣原則(無條件進位)，每校發放問卷份數不同，合計 1,128份

。 

 

貳、觀察對象 

    依指導老師經年評鑑國民中學的心得與經驗，建議可實地觀察中山國中、

重慶國中、敦化國中、實踐國中。主要觀察重點為：中山國中的領域教室、重

慶國中的資源教室、敦化國中的導師室、實踐國中的領域研究室；此外，於問

卷回收過程中更觀察了古亭國中資訊融入教學、興福國中的媒體教室，及萬華

國中輔導室、螢橋國中佈告欄與地標桿、雙園國中川堂與走廊、成德國中校園

生態實驗棚。誠正國中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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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談對象 

依主要觀察四所臺北市國民中學為訪談對象，分別訪問各校校長以了解其

治校理念，再訪問該校的總務主任、資訊組長以了解學校空間規畫及資訊管理

系統使用情形、設備組長了解學校設備使用情形，及主要從事教學活動的專任

教師以了解其對學校空間規畫、資訊管理系統與各種設備使用的想法。合計各

校有 5位受訪者，總共 20位受訪者。所有訪談對象共計 20位將依訪談大綱進

行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肆、檔案資料內容分析記錄對象 

為了解臺北市國民中學運用知識管理及學校空間規畫的現況，記錄學校資

訊管理系統的軟體應用部分，從 2003年 1月開始每個星期固定上線瀏覽 57所 

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依知識管理步驟，使用網站進行瀏覽工

作最重要的就是連結成功與否，故首先記錄各校成功與失敗連結的學校有哪些

，並計算連結成功率，於調查一段期間後可得臺北市國民中學經營資訊管理系

統中有關學校網站的平均連結成功率；其次，為了促進知識有效運用、分享與

傳播便利，記錄學校網站的更新日期並計算更新率，於調查一段時間後可得到

臺北市國民中學的平均更新率；並且，可從學校不同處室新增的最新公告可發

現知識的更新速度在哪一個學校空間發生較頻繁，記錄各個處室公告的篇數後

，於調查一段時間後得到哪個處室運用資訊管理系統的次數較多，亦即學校應

較重視此空間的資訊管理系統規畫。最後，網站的經營除了學校內部在知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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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運用，記錄討論區的新增篇數或次數，可以得到學校外部的知識管理是

否健全，於調查一段時間後可得到平均討論篇數。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依研究目的，本研究工具包括：(1)問卷調查表，可調查臺北市國民中學教

師及行政人員對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空間及其他學校空

間的使用情形，以及彼此之間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需求；(2)數位相機及錄

音機，可以在觀察學校時使用；(3)訪談大綱，可以深入了解臺北市國民中學運

用知識管理及學校空間規畫的現況；(4)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可以記錄

及分析各校網站經營的情形，也間接得到學校進行知識管理時在資訊管理系統

下的努力程度。以下說明問卷調查表、訪談大綱及學校經營網站的調查表使用

方式： 

 

壹、問卷調查表 

在自編的問卷調查表中，將分別探討知識管理與學校空間使用的現狀與情形

。第一部分主要調查學校成員認知自己在四個空間型態內使用的情形及規畫空

間應考量因素為何，計 16題；第二部分，以知識管理五步驟配合四種學校空間

型態為問題，每個知識管理步驟在學校空間發生的情形以 4個問題來調查，計

20題；最後是開放式問答期待填答者提供其他意見與建議。整份問卷共計 36

題及最後的開放問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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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編製過程依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擬定問卷初稿，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刪

除或修改不適當題目，製成「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之研究問卷調

查表」問卷，委請學者專家在問卷內容及形式上作審查(如表 3-2所示)，以求問

卷題目設計之周全，依問卷專家意見修正問卷題目後完成問卷(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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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問卷審查專家學者一覽表 
專家姓名 職稱 

王如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周宣光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林山太 光仁中學校長 

林天祐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 

林文律 國立臺灣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教授 

林海清 中台醫護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柯榮林 臺北市教育局資訊小組召集人 

洪寶蓮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校長 

劉春榮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 

蕭智烈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校長 

註：依姓名筆畫排序 
 

貳、訪談大綱 

    訪談又稱為「口語式問卷(oral questionnaire)」(吳明清，1991)。在訪問過程

中，以錄音、重要摘錄兩種方式進行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左右的訪談。在此採

用「半結構性訪談」方式，亦即兼採「結構性訪問(structured interview)」與「

無結構性訪問(unstructured interview)」。此種訪談方式有結構清楚、標準化的

題目與答案，也能給受訪者較自由的談論方式去表達個人想法與看法的一種訪

談方式。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依不同訪談對象，分相同與相異問

題兩部份，主要在了解受訪者的背景、對知識管理及空間規畫的了解情形、滿

意度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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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 

記錄 57所臺北市國民中學經營網站的情形合計 10次，包括：連結成功與

否、學校網站的更新日期、各個處室公告的篇數、討論區的新增篇數或次數，

製作成表(參見附錄三)。最後可彙整成一張表(參見附錄四)，得到連結成功率、

網站更新率、公告次數最多的處室，及平均討論篇數等數據。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步驟依研究動機探討方向，參考相關文獻資料，並加以整理、歸納

、分析之後，進行實地觀察的同時編製訪談大綱、問卷調查表，最後遵循研究

方法、使用研究工具完成研究論文，其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壹、文獻探討歷程 

    自 2002年 9月開始，對於教育領域與企業界使用的知識管理，應該有可以

發展的空間而感興趣，於是大量閱讀中、英文有關知識管理，及學校空間規畫

的資料，整理分析後，於 2002年 10月初定下研究主題後，自當月開始至 2003

年 4月，聚焦於蒐集臺北市地區圖書館有關知識管理在學校空間運用的中、英

文相關理論與概念，並積極參加相關研討會，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作為編製

訪談大綱、問卷調查表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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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編製問卷調查表、訪談大綱、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及彙整表 

    自 2002年 10月中旬至 12月底，依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參考文獻資料，

擬出一份具專家效度的問卷調查表、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

表及彙整表。2003年 1月兩份修正後調查表，於 92學年度上學期末(大約 2003

年 1月開始)，每兩天學校上課日上線調查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

，共調查 5次後，再於 92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初(大約 2003年 3月初)調查 5次

後完成，共計 10次的調查資料，然後開始整理、分析記錄於彙整表中。 

 

問卷於 2003年 3月初開始發放，同時開始與觀察學校、受訪者約時間進行

學校觀察與訪談。2003年 4月底完成觀察、訪談與問卷回收。 

 

參、資料處理與分析 

   2003年 5月初文獻資料再次加進論文內容中，同時進行觀察、訪談、問卷

調查的資料整理及分析工作，並開始撰寫論文第四章部分。 

 

肆、研究報告結論撰寫 

    自 2003年 5月底至 6月初，依文獻探討、觀察、訪談、問卷調查所得研究

結果，作出結論與建議並完成論文第五章部分，結束研究工作並呈交論文本。    

圖 3-2是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其中調查表是指「問卷調查表」及「臺北市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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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因此於編製及修正調查表及訪談大綱之後

，一方面要記錄調查表記錄，另一方面要將問卷調查表回收。 

 

 
 
 
 
 
 
 

 
 
 
 
 
 
 

圖 3-2  研究步驟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壹、問卷調查表 

(一) 回收 1,128份問卷，70%以上回收率較理想(吳明清，1991)。為了

避免樣本代表數不夠影響推論結果，故收得的問卷中若缺答率達

70%或明顯胡亂作答(作答一致性高者)者，才予以剔除。 

 

確定研究主題 界定研究範圍 設定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 草擬研究大綱 

彙整 
歸納 
分析 編製、修正調查表及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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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研

究

報

告 

調查表記錄與回收整理訪談資料

研究結果 

實

地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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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有效問卷予以編碼，並登錄在 SPSS 10.0中文視窗版統計軟體

內資料編輯程式裡。 

 

(三) 次數或中位數 

1. 計算目前最常被使用的學校空間或設備、每天使用空間(設備)時數

、空間使用滿意度、規畫空間應考量因素(問題 1~16)。 

2. 計算不同學校空間中運用知識管理的現況各個總分，其中四等量表

的「總是如此」得 3分、「大部分如此」得 2分、「不常如此」

得 1分、「從未如此」得 0分(問題 17~36)。 

 

(四) 算術平均數公式 

1. 計算不同學校空間的每天平均使用時數(問題 2、6、10、14)。 

2. 計算不同學校空間中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硬體與軟體設施種類

數及設施新舊程度的滿意度平均得分(問題 3、7、11、15)。 

3. 得到不同學校空間中運用知識管理的現況各個總分後，計算填答者

在每個空間運用知識管理的平均總分(問題 17~36)。 

 

(五) 用卡方考驗 (水準達α≦ .001)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在學校各空間

進行知識步驟情形(問題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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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 Cochran Q考驗勾選次數顯著性 (顯著水準達α≦ .001) 

1. 不同職務經常使用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

空間與設備的項目(問題 1、5、9、13)。 

2. 不同職務認為規畫學校空間應考量因素項目(問題 4、8、12、16)。 

 

(七) 用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不同職務回答情形是否有不同。 

 

(八) 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計算Wilk’s值(顯著水準達α≦ .05)：不同

背景變項(自變項)對學校各空間使用情況、進行知識管理步驟是

否有差異。 

 

(九) 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採用 F考驗 (顯著水準達 α≦ .01)：依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再考驗某背景變項及事後比較(Scheffé法)

。 

 

貳、實地觀察及訪談大綱 

本研究將 4所學校資訊管理系統建置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及共

同空間的照片分類記錄，以分析該校是否有知識管理空間，同時整理訪談

記錄，將不同職務對於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看法加以彙整，並仔細閱讀受

訪者提供建議，以增加對文獻的貢獻得到有價值的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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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架構及使用情形調查表、彙整表 

(一) 按時上網記錄各校網站於調查表中，初步用總記和百分比了解當次各

校經營網站情形。 

 

(二) 完成學期末、學期初共 10次的記錄後，可計算平均連結成功率、更新

率、討論平均篇數，並將公告次數最多的處室依多至少排序，並計算

平均公告篇數於彙整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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