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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學校在現今知識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完備的教材、課程與師資，還需

要有形的空間與設備予以輔助，才能讓教職員盡情參與每一天的「知識饗宴」

，而最重要的主廚就是「教職員」。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或專任教

師，常在「虛擬空間」（資訊管理系統）或「實體空間」（教學空間、行政空

間、共同使用空間）執行學校活動計畫目標與步驟、下載教材知識庫、設計教

案、分享教學或行政等經驗性知識、儲存教學檔案或公文記錄、反省教學或活

動歷程。進行知識管理也正是如上述所言，在臺北市國民中學的學校空間中舉

辦各種有關教學或行政的活動，可謂知識管理與空間相結合的成果。本研究主

要目的在探討臺北市國民中學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及專任教師運用知識

管理及使用學校空間與設備的情形，包括使用的每天平均時數、使用滿意度，

並探討其認為規畫學校空間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以作為未來臺北市國民中學規

畫知識管理空間之參考。 

 

    本研究方法共有四部分：(1)問卷調查以 57所臺北市國民中學為對象，探

討不同職務的教職員使用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

與各空間內設備的情形及滿意度，並分析其運用知識管理步驟的情形以了解未

來學校發展知識管理空間的可能性。(2)檔案資料內容分析以 57所臺北市國民

中學的入口網站為主，主要分析校園網站連結成功率、內容更新情形、校務行

政公告系統使用情形、論壇或討論區發表文章情形，並說明校園網站設計值得

借鏡的優點，以了解未來知識管理空間在資訊管理系統上的發展性。(3)觀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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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重慶、中山、敦化、實踐國民中學各個空間與設備及金華、興福國中的資

訊融入教學成果，針對各校發展特色及空間的優劣勢作深入探討，以了解知識

管理空間概念融入學校空間的可能。(4)訪談 4所觀察學校的校長、總務主任、

資訊組長、設備組長及專任教師為對象，透過半結構式的問題，探討其服務年

資及背景，進而分析其工作理念、自身所處的空間認知及目前學校在空間與設

備規畫的具體作為，以了解未來學校知識管理空間的發展性。 

 

    在資料分析上，問卷調查以次數分配、百分率統計、F檢定、Cochran Q考

驗、卡方考驗、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Spearman等級相關及 Scheffé事後比較；檔案資料內容分析以次數、百分率作

記錄說明；觀察及訪談以整理圖文記錄說明，最後根據第四章的結果與討論作

成結論，提出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具體建議以供未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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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依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論整理以下研究結論： 

 

壹、知識管理運用及學校空間規畫上的相關概念及研究 

    根據文獻資料整理分成兩點說明： 

 

一、 知識管理以訂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知識、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知

識分享與傳播、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評價與量測知識五步驟讓教育

團隊經營有效率 

有關知識管理的五項概念：1.知識經濟、2.人力資源管理 3.組識學習、     

4.學習型組織、5.行動學習。個人或學校組織在豐沛的知識流中，會增強對環

境的適應力並提昇行事效率。本研究提出五個知識管理步驟（訂定知識目標與

確認知識、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知識分享與傳播、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評

價與量測知識）有助於學校提昇競爭力。在教育場域中個人思維也在系統性模

式下得以有效地經營學校知識，從善用組織特性及資訊政策，至建立互動團隊

以發展組織氣氛及願景，並追求不斷創新、永續經營。 

 

二、 學校教職員在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皆以資訊管

理系統為主軸發展經驗式學習、終身學習等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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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知識日益豐富，以人為中心逐漸加入以資訊為中心，建置整個學

校空間以功能、機能或特性畫分使用。臺灣、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空間規畫發展

亦是從硬體、實體與直接推展活動，到軟體、虛擬及政策詳擬的知識管理歷程

，不斷開發資訊系統管理式的學校空間與設備，得以充分享有經驗式情境學習

，甚至達到終身學習等知識內容。 

 

貳、臺北市國民中學教職員對學校空間與設備使用情形 

本研究以臺北市 57所國民中學的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及專任教師為

研究對象，分析其所在的學校歷史、校舍面積、教師數、校舍面積/教師數及於

該校服務年資，了解不同職務對資訊管理系統、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

用空間與設備的項目、平均每日使用時數，及對空間配置、空間大小、硬體與

軟體設施種類數、設施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的使用滿意度，發現以下情形： 

 

一、 教職員對空間與設備能善加利用，使用資訊管理系統人數最多，

教師兼行政人員使用行政空間與設備的時間最長 

根據回收的調查問卷，教職員每天使用不同學校空間與設備大約占在校時

間 8小時的 1/3以上（經計算總平均為 2.67小時），又使用資訊管理系統與設

備的人數有 851位（94.66%），表示教職員能充分使用各空間與設備。再依整

體分析指出，教師兼行政人員使用行政空間與設備的時間最長（M= 4.72，SD= 

2.931），其他各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時間較少者：校舍面積 15,000m2以下者、校

舍面積/教師數比值 200m2以下者及服務年資大於 5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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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管理系統的堪用程度普遍受到教職員肯定，以服務年資五年

以下的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在校舍面積大者對堪用程度最滿意 

整體來說，教職員對各空間的空間配置、空間大小、設施種類、新舊程度

及堪用程度平均滿意度為6.54分，以堪用程度平均滿意度為6.83最高。尤其是

資訊管理系統的堪用程度滿意度最高（6.95分）。服務年資五年以下的行政人

員對資訊管理系統的堪用程度最滿意（7.55分），且在校舍面積介於 15,000 

m2~ 20,000m2的教師兼行政人員，在資訊管理系統的堪用程度上最滿意（7.30

分）。空間配置在教學空間滿意度較低、空間大小在行政空間滿意度較低，而

設施種類滿意度為普通。 

 

三、 教職員經常使用行政公佈欄、線上研習報名及查詢、線上教學教

材或試題等資訊管理系統；設備以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

影機、印表機、掃瞄器為主 

在 879份有效填答問卷中，全體教職員使用資訊管理系統時，勾選校務行

政公佈欄、線上研習報名及查詢、線上教學教材或試題者最多（分別是 622次

、462次、400次），遠距教學是最少人勾選的（31次）。此外，不同職務勾

選經常使用的資訊設備大致相同，但是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在勾選項目的相似

性最低。從勾選次數來看，行政人員與教師兼行政人員或專任教師，除了勾選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的次數同樣居前三名之多（分別是 788

次、518次、634次），其他較常使用的資訊設備分別是行政人員常用掃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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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行政人員或專任教師常用單槍投影機。 

四、 教職員在教學空間及行政空間使用資訊設備情形相同，然而在不

同空間有不同資訊設備配置需求、不同職務亦有不同需求程度 

各校使用桌上型電腦普遍率已高達近 90%以上（實際值 89.65%）故不深入

討論。其他資訊設備在教學空間或行政空間的使用情形相同，皆是經常使用筆

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印表機與數位相機，但是排序情形不同。從百分率來

看，教學空間使用筆記型電腦的需求最高（57.19%），行政空間使用印表機需

求最高（58.56%）。而且不同職務在教學空間或行政空間因不同業務而有不同

資訊設備需求，以教師兼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的需求情形最相似，且在教學空

間中，教師兼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在資訊設備的勾選次數有顯著差異（Cochran 

Q= 2807.85，P< .001）；而行政空間中，行政人員與教師兼行政人員在資訊設

備勾選次數上有顯著差異。 

 

五、 行政人員較有機會使用各種資訊設備，其次是教師兼行政人員及

專任教師 

行政空間中，行政人員有11項資訊設備使用百分率在比較上是高於教師兼

行政人員，但是除了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印表機、掃瞄器、數位相機，

其他資訊設備使用百分率皆低於20%；而教學空間中，教師兼行政人員有9項

資訊設備使用百分率在比較上高於專任教師，除了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

印表機、掃瞄器、數位相機外其他的百分率亦低於20%。然而，仍可得知行政

人員是較有機會使用各種不同資訊設備，例如：平板電腦、掌上型電腦(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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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投影機、燒錄器、文件提示機、電子看板。 

六、 教職員經常使用的教學空間是普通教室、教師辦公室、視聽教室

、專科教室、教材製作室及圖書室 

在有效問卷 881份中分析結果，教學空間最常使用為普通教室（597次，

66.63%）、教室辦公室（377次，42.80%）、視聽教室（330次，37.46%）。不

同職務的教職員勾選項目次數最多的前五名相同，為普通教室、教師辦公室、

視聽教室、專科教室、教材製作室或圖書室。其他教學空間，以行政人員來說

電腦教室為常用的教學空間；教師兼行政人員、專任教師卻認為教材製作室或

圖書館為常用的教學空間，可知教師與行政的業務不同故空間使用的需求及種

類亦不同；最少使用的教學空間是作品陳列室。再依觀察與訪談得知目前敦化

國中有圖書館，而實踐國中資訊設備最完善，其他學校在圖書室及電腦教室須

再改進。 

 

七、 教職員經常使用的行政空間是辦公處室、視訊(會議)室及簡報室 

在有效問卷 882份中分析結果，整體勾選最多的是：各辦公處室（722次

，81.86%）、視訊(會議)室（324次，36.73%）、簡報室（154次，17.46%），

其他行政空間的勾選次數皆小於100次。此外，行政人員較經常在校長室開會

（47.67%）、教師兼行政人員較經常用簡報室（64.29%），又專任教師較經常

用校史室作為開會場所（19.82%），可知全體教職員在使用行政空間情形明顯

不同。而較少使用行政空間為發報室、主機房、儲藏室，值得學校注意校園的

安全死角及重新配置學校空間的必要性，並改善資訊組長辦公室—即學校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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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亦為教學設備借用處。 

 

八、 教職員經常使用的共同使用空間是影印機、廁所、飲水機、活動

中心及操場 

在有效問卷 883份中分析結果，可知全體教職員勾選最多的是：影印機（

747次）、廁所（713次）、飲水機（423次）、活動中心（355次）、操場（

315次）。此外，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較經常使用操場（分別 20.32%、

61.90%）；而專任教師較經常使用合作社（29.73%）。值得注意的是，除學校

禮堂開放使用於特殊場合，或者學校並未有此共同使用空間或設備故未勾選，

其他教職員在庭園、陽臺、交誼廳或警衛室的次數較少，尤其整體勾選交誼廳

次數是最少的，更是行政人員、教師兼行政人員或專任教師勾選次數最少者，

值得學校教職員注意去善用學校其他共同使用空間。 

參、臺北市國民中學教職員運用學校知識管理空間情形 

    本研究透過 57所臺北市國民中學網站分析資訊管理系統使用情形，及問卷

調查教職員在教學空間、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運用知識管理步驟的情形，

有以下發現： 

 

一、 學校網頁連結成功率高，部分網頁有動畫、有音樂載入讓人有互

動感，但下載速度偶有遲滯現象、網站版面不常更新且計數器未準確

記錄 

從 2003年 1月 8日至 2月 24日共 10次的記錄顯示，非所有學校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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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成功，連結成功率為 97.72%。連結失敗原因包括：圖檔太大或其附屬程式

(如音樂或動畫)造成網頁無法下載完全、計數器大部分未能將瀏覽人數正確記

載；雖然每日公告事項有更新，但是半數以上學校（32所）未能確實記錄網頁

更新日期，僅 4所學校於記錄期間重新改版值得效仿（中山、永吉、景美、士

林國中）。  

 

二、 教務處使用公告系統最頻繁，其次是輔導室、訓導處，然而假期

前後各處室更新篇數明顯下降 

    記錄期間，平均有 33.5所學校由教務處公告學校教學事宜，假期前各處室

更新公告的校數明顯減少，假期後輔導室更新行政公告的校數增加，而其他處

室的更新公告張貼情形也十分踴躍，可知若學校有建置完善的資訊管理系統，

教職員都很樂意以此作為知識管理的工具。 

 

三、 學校論壇發言次數較少、內容更新速度較慢，部分學校需要帳號

與密碼，且多流於聊天功能較無知識性文章 

臺北市國民中學有 33所（約 57.89%）於學校網頁中架設討論區或論壇區

，然而更新或使用的頻率十分不理想，確實進行知識交流的僅有四所（永吉、

實踐、內湖、東湖國中），討論篇數若 5篇以下的校數平均是 2.4校；討論篇

數介於 6篇至 10篇的校數平均是 0校；而討論篇數大於 11篇以上的校數平均

為 2.3校。其他是學生用來聊天或舒發情感的園地，較無知識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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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空間中運用知識管理步驟大部分進行第二步「獲取知識與運

用知識」，尤其是在資訊管理系統(虛擬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之中進行 

在 756份有效填答者中，學校空間中運用知識管理平均分數為 2.74分，介

於「不常如此」及「大部分如此」之間，特別在資訊管理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

的得分最高，亦即運用知識管理步驟二「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於此兩空間最

多，問卷題目為「會用公佈欄或網站得到學校訊息」。得分最低為在行政空間

進行知識管理步驟五「評價與量測知識」。 

 

五、 資訊管理系統進行「訂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目標」、「獲取知識與

運用知識」、在共同使用空間中進行「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在教

學空間中進行「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的情形顯著 

在 717份有效填答問卷中，整體在學校空間運用知識管理步驟各題目得平

均數 3.00以上屬「大部分如此」的情形共有四題(題 1、題 5、題 8、題 14)值得

進行分析。得到教師兼行政人員，對於「資訊管理系統」中進行「訂定知識目

標與確認目標」、「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共同使用空間」中進行「獲取

知識與運用知識」及「教學空間」中進行「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情形得分較

高，回答「大部分如此」與「總是如此」皆達有較填答數的 87%以上；服務年

資五年以下教職員，亦在上述條件下填答數皆達 80%以上。此外，女性教職員

在「教學空間」進行「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的情形得分較高，回答「大部分

如此」與「總是如此」者高達 88.4%。整體來說，行政空間使用知識管理的情

形並不顯著且各空間未完整運用知識管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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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師兼行政人員或服務年資五年以下的教職員，於學校空間中較

會運用知識管理五步驟 

在 709份有效填答問卷中，整體在學校空間不論是參與教學活動或從事行

政業務，會最先想「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平均分數 2.95分﹞，不會想先訂

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目標﹝平均分數 2.35分﹞。經分析教師兼行政人員或服務年

資五年以下的教職員對知識管理五步驟（訂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目標、獲取知識

與運用知識、知識發展與儲存知識、知識分享與傳播、評價與量測知識）項目

的運用情形得分上較高。顯示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應於各學校空間中多善用知

識管理五步驟。 

 

七、 教師兼行政人員、服務年資五年以下的教職員及100人以下教師

數的學校，較常於各學校空間運用知識管理步驟 

在 729份有效填答問卷中，整體在資訊管理系統及教學空間運用知識管理

步驟的平均數皆最高﹝平均分數 2.75分﹞，而行政空間雖然是從事行政業務的

重要場所，教職員卻未能常善加運用知識管理的步驟以獲得最大行政效率﹝平

均分數 2.70分﹞。經分析教師兼行政人員、服務年資五年以下或教師數 100人

以下的學校在各學校空間運用知識管理步驟情形得分上較高。顯示行政人員與

專任教師應多利用學校空間進行知識管理步驟，且服務年資大於 5年以上教師

及教師數大於 100人以上的學校，應特別加強重視各學校空間運用知識管理步

驟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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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國民中學知識管理空間規畫影響因素與限制 

    本研究分析問卷調查及彙整開放問答結果，發現影響學校規畫知識管理空

間的主要因素及限制，並將觀察、訪談得到有關學校空間規畫影響因素的意見

整理如下： 

一、 教職員規畫學校知識管理空間之主要影響因素依序為：「學校經

費預算」、「教職員工作需求」、「教職員資訊科技能力」 

在有效填答問卷數 882份中，各種學校空間、各職務教職員皆認為「學校

經費預算」是影響學校知識管理空間規畫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規畫資訊管理系

統時各職務的教職員都認為還要考量「教職員工作需求」(整體勾選次數約大於

650次)；而規畫其他空間應考量「教職員資訊科技能力」，而規畫教學空間時

的影響因素之勾選次數皆少於規畫行政空間或規畫共同使用空間之影響因素。 

 

此外，訪談重慶國中、中山國中、敦化國中及實踐國中的校長、總務主任

、資訊組長、設備組長及專任教師共 20人結果發現，校長對學校空間規畫的理

念屬於上位概念，總務主任會依學校發展願景與特色將理念具體化，同時資訊

組長及設備組長期待有充分的經費支援以完成學校電子化建置工作、改善圖書

等資源；專任教師希望能有知識分享的文化，讓學校空間全面性實踐知識管理

。經過彙整得知「經費」是學校各層級顧慮的主要問題，而教職員對專業知識

的需求高較能引起分享的文化，另新增電腦資訊設備時也必須考慮現有維修人

力及空間。其他規畫學校知識管理空間要注意的事項包括：學校電力需求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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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校園安全、設備效能及處室行政效率，如此教職員會自然地依工作需求進行

知識管理步驟。 

 

二、 教職員認為規畫資訊管理系統、行政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時應考

量「學校經費預算」，其他空間依各職務有不同看法 

在 162份有效行政人員填答問卷、496份教師兼行政人員有效填答問卷，

及 224份專任教師有效填答問卷中(勾選率達 70%以上者)，皆認為資訊管理系

統、行政空間、共同使用空間應考量「學校經費預算」。而且行政人員和教師

兼行政人員還認為資訊管理系統、行政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應考量「教職員的

需求」；而教師兼行政人員認為教學空間也應考量學校經費；專任教師則認為

學校各空間都應考量學校經費及教職員工作需求。由上述可知，教職員對規畫

不同學校空間應考量的因素有不同看法。 

 

三、 學校開放教學及共同使用空間供社區人士、學生家長共享的觀念

已建立，但是資訊管理系統及行政空間的規畫有待加強 

學校與社區融合才能有效地利用資源。觀察重慶國中、中山國中、敦化國

中、實踐國中各空間，發現學校與社區會相互使用教學空間及共同使用空間，

例如：活動中心借用、溫水游泳池開放晨泳、補校或社團供社區人士、學生家

長在班級教室上課或舉辦活動。然而，訪談結果整理得知學校資訊管理系統及

行政空間，受限於經費及學校空間大小無法彈性規畫以提昇工作效率，例如：

主機房、電腦教室、圖書資訊設備等。若校舍面積夠大，的確能多出彈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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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也增強師生互動的可能性，例如：敦化國中設備組長的辦公室與樓中樓

式的圖書館相結合。 

 

 

 

 

 

第二節 建議 

    以下根據文獻及研究結果發現，建議學校規畫知識管理空間之參考。 

 

一、 學校應重新審視學校空間配置以規畫知識管理空間，讓知識管理

空間的特性促使學校成員有機會接觸新知 

有效的空間配置及設備增添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及促進學生學習，以免造成

學校空間(校地規模)不夠配置或分配不當而流於教職員私用。若常使用的空間

，也應注重是否有不夠借用的情形及配套措施，才有助於運用知識管理步驟。

如此，學校就可以更積極地提倡空間與知識融合的多元方法，我們也越來越能

看到空間賦予學校知識活動的正面效果。以下再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調查發現行政空間較少使用為發報室、主機房及儲藏室；而最常使

用為辦公室、視訊(會議)室或簡報室。共同使用空間較少使用為庭園、陽臺、

交誼廳與警衛室；而最常使用為廁所、飲水機、活動中心與操場。由於發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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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舍面積大或與警衛室的權責分明的學校較有功能，否則在此建議改為專科

教室或是社團活動教室、改善資訊組長工作的主機房避免再受到幅射的污染、

將簡報室改為會議室供多媒體教學或領域研究時間的會議室。知識管理的分享

步驟與空間作結合將更有效率，在此建議學校注重庭園、陽臺、交誼廳的綠化

美化工作，並且讓警衛室成為學校與社區、學校與家長資訊交流處，亦為教職

員的休憩場所。在此建議參考實踐國中的綠化美化工作成果、重慶國中的共同

使用空間(廁所、休閒椅、中庭花園)及各處室採用 OA辦公隔間、古亭國中的涼

亭與校舍圍繞的草坪、敦化國中設備組長辦公處位於圖書館樓中樓位置。教學

空間建議參考中山國中的領域教室、教學觀摩室及逸仙劇場的舞臺，說明減班

後校園空間配置將劣勢轉為優勢。 

 

二、    教育局應積極推展資訊融入教學，並鼓勵各校落實 e化教育 

E化是一種時代趨勢，用電腦作為生活工具已相當普遍，學校設備不斷更

新及電腦普及率高都有有助於資訊科技的推展。目前臺北市國民中學的校務行

政系統運用十分頻繁，可知教育局及相關主管單位推動校務行政系統化已有成

效，唯教學系統或知識管理系統有待教育局或各校積極開發，依各校推展資訊

政策及設備使用需求，讓教職員能樂意、主動改進行政或教學方式的執行方式

。再配合校內外舉辦資訊研習課程，讓資訊管理系統受到重視，也能在實體學

校中發揮最大的效用。或者，由各校自行發展系統介面成為典範學校，其操作

便利性受全校教職員肯定後，推廣到其他國民中學或各級學校。除了提昇行政

及教學效率外，也增強學生吸收知識能力，讓傳統知識因系統分類而發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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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性且易於管理的知識。以下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發現學校網站經營除了連結成功率高之外，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研

習報名及查詢、線上教學教材或試題最常使用，因為系統介面簡單、操作方便

又置於學校網頁上連結速度不占空間，因此讓各個處室人員的公告次數頻繁。

但是，遠距教學卻是最少使用的系統，因為講解和面對面傳授知識對於國中生

仍是重要的教學方式，然而遠距教學仍有其功用，在此建議學校將此納入課後

複習或課前預習的教材，連結學校網頁到各科遠距教學區，教師們應主動了解

學生是否善用此系統並給予積極回饋。此外，資訊融入教學是近年教學重點點

，部分教職員仍有為資訊而資訊的教學窘境，行政人員對於學校的資訊系統也

感到不完善，尤其是圖書資訊系統和借用物品的線上系統。在此建議參考古亭

國中教師們投入資訊融入教學的成果，班班有筆記型電腦且有網路孔，除了專

科教室有固定式單槍，全校 6臺單槍每節皆有線上借用的教職員，普通教室即

可進行多媒體教學，尤其是服務年資較長的教師更可自然地將教學經驗透過教

學系統清楚呈現在學生的面前，更有開放線上網路供參考。 

 

三、 學校成員應該可以自主管理學校空間與設備，並由學校調查「資

訊管理系統與設備需求」 

實用、可用及需用性高的資訊設備，比不斷編列預算追求最新資訊設備來

得重要。因此，學校可自行設計設備需求調查表，或建議教育局研發共同調查

問卷格式，才能物盡其用、節省教育資源、累積學校資產，因應日後空間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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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發展所需。此外，教育局每年負責經費預算，也較有參照依據能了解各校發

展重點，給予在不同項目的補助。而且各校記錄資訊設備於各空間的實際使用

情形，或者計算使用人數與設備比例以了解學校空間中設備需求及未用(或常用

)的原因，有助於全盤了解師生們的意見及需求，包括家長會及教師會的意見。

以下再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發現，教職員在教學空間及行政空間最常使用的資訊設備為桌上型

電腦、筆記型電腦、單槍投影機，而影印機(或油印室)為最常使用的共同使用

空間。其中教學空間最常使用的資訊設備還包括數位相機及掃瞄器，而行政空

間最常使用的資訊設備還包括印表機。若依職務來分析，行政人員最常使用卻

是掃瞄器，而教師兼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的需求情形最相似，較行政人員常使

用單槍投影機。在此建議不論是在教學空間或行政空間，學校皆應提供這些設

備容易借用、方便操作、數量充足的資訊設備，甚至在兩空間中固定安裝這些

設備，且提供充足的維修或替換人力資源。此外，一般投影機、幻燈機、攝影

機較少使用，若要借用又耗費時間。在此建議學校可給予仍然較常使用此設備

的教職員保管教具的權力，給予鑰匙或者開放空間讓每個教師自行協調使用時

間，如此教職員在學校同樣大小的空間中也也竟能感到新增空間與設備，以及

無限知識管理機會。 

 

四、 應有專責人員負責全校資訊系統，以推動全校學習資訊生活化 

學校各個角色有不同權責，大多數資訊組長負責全校普通教室電腦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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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多媒體教具、舉辦資訊研習營等；設備組長則負責各年級教科書採購會、

全校專科教室借用及電腦教室的環境及安全管理等。若學校另聘系統工程師(可

以由教師聘任成為專職行政人員)或建議教育局成立資訊教學團到校巡迴演講並

隨時供電話或網路論壇解答問題，則資訊組長將會更積極推動全校資訊生活化

，幫助推展資訊政策。此外，許多資訊教育政策或購置新資訊設備皆由行政人

員或教師兼行政人員最先得知或測試使用，然後才開始推展學校相關活動或進

一步改變校園空間規畫。若由資訊組長或系統工程師先親自採用，則可節省不

斷協商、討論、檢視長時間的會議。尤其是校舍面積較大的學校，溝通更需要

充分耐心與體力，上行下效較有效率。以下再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發現行政人員是最有機會使用到各種不同的資訊系統或資訊設備，

且處在校舍面積中等或較大的教師兼行政人員，較常使用資訊管理系統、對於

資訊管理系統的堪用程度反應最滿意。在此建議凡從事行政業務，不論校舍面

積大小亦應以身作則，帶領全校教師改變行事習慣，依知識管理五步驟，從訂

定知識目標與確認知識開始，告知資訊化的目的及優勢，讓全校教職員樂於獲

取及分享線上知識。此外，部分行政人員有兼任教師且服務年資五年以下，是

最善於使用資訊管理系統與設備者，也是對於新到軟硬體的接受度較高者，在

此建議將使用技巧運用在教學或行政作業上供校內外觀摩，安排學習課程邀請

教師參與，或者一個帶一個來檢討使用情形，慢慢推廣至全校在生活行事上都

體會資訊化的必要。若學校人事能安排系統工程師，相信更能加速全校資訊生

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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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應讓圖書室升級且加速、加強圖書資訊系統，以創造學校成

員進修空間與時間為各校積極發展的教學資源中心、進修中心，或教

學與行政研究中心 

由於資訊發展迅速，教職員將過去的紙上作業電子化並公開分享、相互傳

播知識，如此促進自身專業成長、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與效率。在教學空間最能

設計教案且立即得到資源的場所即是圖書室(館)。目前大部分學校設置圖書室

卻未能善加利用的原因包括：師生下課或中餐時間短、位置較偏遠、人力資源

不足。若圖書室的圖書系統或其他功能再擴大，或升級成為「圖書館」設主任

及專責人員各一人，則圖書館將成為學習重鎮。即使仍為圖書室，其開放時間

亦應全時制的，上課期間皆應全天開放讓教師中午能自我進修、團體研討，若

更新電腦資訊設備及再添購新書或教學光碟、錄影帶將為教學資源中心或教材

製作室，也提高使用圖書室的人數。此外，採光佳、空調舒適的圖書室也能吸

引學生走進來閱讀，甚至樂於在此與同學或教師對話，如此推展知識管理空間

必指日可待。以下再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調查發現教學空間中，教師兼行政人員與專任教師最常使用圖書室(

館)，行政人員卻較常使用電腦教室。然而，深入了解後得知部分設備組長也是

十分關心圖書室的發展；而資訊組長則是關心電腦教室的設備新舊程度。然而

，電腦教室大多是學生使用且沒有書籍教材供教師參考，若教師設計教案必須

使用學校提供教職員使用的多媒體教室，或者走到圖書室參考書籍，十分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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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此建議參考敦化國中的圖書館，將兩者功能合而為一並延長開放時間，

尤其中午時間是教師最能在圖書室讓教學壓力解除並能反省教學歷程的時刻。

圖書室雖然不斷地倡導成為圖書室(館)等的多重功能，然而若半數以上的教職員

，甚至學校領導者或各處室長官未正視此空間的重要性，未能確實推動知識管

理，學校實在應該加強圖書室功能，讓教職員能增加共同探索各類知識的機會

。 

     

六、 多應用社區資源幫助學校擁有知識管理空間，社區融入校園提昇

親、師、生彼此互動關係 

學校融入社區，或社區進入校園，即使學校築了圍牆、蓋了大門與警衛室

，社區始終存在學校四周，人們走出、走進皆說明校園與社區總是必須交流、

相互支援及成長的。因為善用空間與資源，才能更有機會學得好。在此建議創

校歷史久或學生家長的社經背景較低者，能更積極與社區互動讓知識管理空間

擴展至社區。例如：活動中心是全校師生的運動場所，亦是結合禮堂舉辦重要

慶典的空間，用來舉辦各種技藝活動，更能促進親師交流。學生家長必須要與

孩子成長的，夜間開放校園、週末班家長會舉辦社團活動，推出各種親師共同

學習的課程，這些都是學校與社區互動讓知識水平提昇的具體作為。不論空間

配置、大小與新舊，人存在於空間進行活動，讓各種空間存在的價值提高，人

的活動熱忱將啟動了知識庫的無線連結。以下再進一步說明具體建議： 

 

研究中發現校舍面積大較有彈性使用空間，然而與社區資源共享更是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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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知識管理空間發揮功用，例如：游泳池設施，除了平常教學使用或開放晨泳

時間，亦可朝向規畫供社區人士使用，讓有關游泳的技術與知識在此空間中擴

展開來。在此建議參考重慶、實踐國中規畫未來游泳池的計畫。重慶國中將與

明倫高中將共用溫水游泳池，而實踐國中目前開放晨泳時間。   

 

七、 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上 

本研究以臺北市國民中學 57所為對象，觀察 6所國民中學並訪談其中 4所

國民中學的校長、總務主任、資訊組長、設備組長及專任教師作深入探討(重慶

國中、中山國中、敦化國中、實踐國中及古亭國中、興福國中)。然而回收問卷

過程中發現其他學校的空間與知識管理值得再觀察，因此未來研究者可增加觀

察或訪談對象。此外，臺北市國民小學的校地位置和教育資源條件與臺北市國

民中學相似，本研究未針對不同教育層級比較知識管理空間差異，未來研究值

得探討。  

 

(二)研究內容上 

    知識管理空間的研究，在此借用企業管理的模式融合教育情境，然而在教

育心理的層面上未深入探討。例如：對空間配置、空間大小及設備種類、新舊

程度及堪用程度的滿意度可經由集群分析歸納更有價值的結論，並以此結論加

入學校各種空間與設備的項目，採多元尺度量法比對教職員內心真實感受的知

識管理空間呈現個人或整體概念圖，使研究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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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資訊管理系統是發展知識管理管理最重要的一環，未來可從教育體

制、師資培訓課程及教學策略等方向探討學校對資訊管理系統的未來努力方向

與可能需求。 

 

(三)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在檔案資料內容分析上記錄 10次學校網站經營情形，然而教育政策

與時事變化對於學校訊息傳遞方法和論壇使用情形有所影響，為了得到更有價

值的資料，未來研究可長期觀察並增加訪談對象，以了解不同職務對知識管理

與空間的真實感受，訪談方式可採用團體焦點訪談或採用質性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