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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strategy to shap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1）Build shared develop obj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2）Organization leaders should behave concern and open. 
（3）Build communication approach of staffs’ deep dialogue. 
（4）Improv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to shape fine image. 
（5）Build well regulations and behavior norms. 
（6）Build effective awarding measure to facilitate creativity. 
8. The strategy to promote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1）Organization leaders support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2）Analyze knowledge map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3）Collect systematically to strengthen the interior of  knowledge. 
（4）Build knowledge database to implement management system. 
（5）Promote Internet education to expand share and transfer. 
（6）Knowledge achievement-orientation facilitates creative knowledge. 
9. Strengthen the strateg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1）Develop core valu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2）Integrate divergent opinions systematically to face problems. 
（3）Arrang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ccording to future demands.   
（4）Change existent habits and negative attitudes. 
（5）The approache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hould be multiple. 
（6）Encourage to create and practice accountabi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hopefully the suggestions below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the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to build the high-qualit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 learning. 

 
1. Determine the core value and deepe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2. Build trustful environment and sharing culture. 
3. Construct virtual knowledge community for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4. Develop trainings for system integration to lift performance. 
5. Establish a whole electronic intelligent e-workflow. 
6. Learn best practices and build benchmarking. 
7. Value the customers’ opinion and future planning. 
8. Strengthen reward system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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