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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依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探討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之相關文獻，以做為研究假設及研究結果討論之參考根據。本章共分五節加以探

討，第一節探討校長科領導的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第二節探討知識管理的理論

基礎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探討學校效能的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第四節探討校長

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第五節探討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之

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與與與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活，幾乎已離不開科技，而科技亦成為衡量一個國家進

步與否的指標。學校組織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下，更是無法擺脫科技的影響，因

此，做為一個學校領導者必須要掌握科技的脈動，並引導學校組織中的成員運用

科技幫助學校發展，以提升學校的效能。本節將針對科技領導，分別就其意涵、

發展、任務與技巧、層面以及相關研究等五部分進行探討，釐清其相關重要之內

涵與理念，以利於本研究之進行。 

壹壹壹壹、、、、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    

            近年來資訊科技在各項教學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顯示教育科技對

學生學習的關鍵影響，資訊和通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在這樣變革的環境中，校長面臨到學校組織變革的內外壓力與挑戰，必須努力成

為有效的領導者，以引領學校成員追求新興科技的願景，跟上社會變革的腳步，

傳統學校校長的領導角色已逐漸在轉變。承上所述，隨著校長領導角色的改變，

科技便成為校長在領導上的重要關切議題，科技領導已成為新興的領導趨勢；學

校的領導者必須展現出科技領導的能力，以因應資訊時代的變化。 

    首先，以下針對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依時間順序整理國內外所提出的看

法，如表 2-1和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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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對對對對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Bailey, Lumley

和Dunbar (1995) 

科技領導是學校領導者應用必要的領導技巧，以幫助他們的

學校運用科技在有益的方向上。 

Siegel (1995) 認為科技領導是指一位領導者能夠處理多樣問題的能力。並

且亦指出科技也強調群眾魅力及個人長處的重要性。 

Aten (1996) 科技領導是領導者為支持有效的教學實踐，透過個人的人際

關係和有效整合運用目前科技的多種知識，並能預期未來科

技發展趨勢，以達成教育願景。 

Bailey (1997) 認為科技領導是將科技在教育改變的歷程中當作核心資源， 

學校領導者運用必要的領導技巧，為他們的學校追求新穎與

新興的科技，引導學校革新。 

Murphy和

Gunter (1997) 

科技領導應該是領導者能夠示範和支持電腦科技，使得教師

能夠更有效能的將科技融入課程中。 

Barbara (1999) 科技領導是指校長和行政人員，皆應示範與學習相關的資訊

科技，並藉由領導引起革新，應用科技來轉換成有效能的教

與學的情境。 

Schultz (2000) 將科技領導定義為大部分的學校師生，在不同的科目以及不

同的應用中，能廣泛地運用教學科技，而校長所應扮演的角

色，即是此教學科技的成功管理者。 

Speed和 Brown 

(2001) 

所謂科技領導者是促使教育者去學習科技、使用科技和將科

技融入他們的課程中。 

Schmeltzer 

(2001) 

科技領導者必須運用科技增進教學實踐和發展策略，以幫助

教師在班級中使用科技，此外，還需要組成科技團隊，以產

生一個支持學校前進的系統。 

Anderson和

Dexter (2000) 

科技領導是學校在目標、政策和預算的決定與行動上，使得

學校能更易於有效能的使用資訊科技。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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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 國內對國內對國內對國內對校長校長校長校長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科技領導的定義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張奕華(2003) 科技領導係指校長應用必要的領導技巧，為其學校去尋求新

穎和新興的教育科技。在學校情境上，透過強而有力的領導，

使科技有效的應用在學校的教學計畫中。科技領導即是學校

領導者應用必要的領導技巧，以幫助他(她)們的機構應用科

技在有益的方向上。 

葉連祺(2003) 認為科技領導主要聚焦於結合科技和領導，充實科技方面的

軟硬體設施和人員的科技素養，塑造應用科技的有利環境和

文化，以促使校長、教師和其他學校人員，能夠善用科技，

增進教學和行政的成效。 

徐潔如(2005) 科技領導是指領導者具備科技素養、整合資源的能力，運用

領導技巧，協助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適切應用科技於教學實

踐和行政作為上，並能塑造一個共享、支持的學校情境，以

促使教學和行政的成效達到最大化。 

吳聖威(2006) 科技領導係領導者結合新穎與新興的科技和必要的領導技

巧，提供優質的軟硬體設施，營造有利科技應用的文化環境，

透過組織成員資訊科技素養的養成與提升，促進組織的效能。 

陳易昌(2006) 激勵教育人員採取行動，開始或持續學習科技、運用科技，

並將科技整合到課程與教學實務，以提升教學或學習的成

效，達成教育目標。 

張盈霏(2006) 校長在綜理校務的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將科學研究態度的方

法，融入領導行為當中，促使組織成員能夠運用過程技能，

致力實現組織的美好願景。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表 2-1 與表 2-2 國內外對於科技領導的定義，本研究將科技領導定義

為：校長融合新興科技與領導技巧，使其應用在學校課程教學上，塑造師生一個

共享與支持的教學環境；其次，激勵學校教職員持續學習並善用資訊科技進而提

升素養，以增進教學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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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校長科技領導的發展校長科技領導的發展校長科技領導的發展校長科技領導的發展    

    學校是學習型的組織，校長科技領導的主要任務，在確認學校的科技願景，

並運用科技激勵學校的教職員工，同時提升教學品質與學校效能，以達成教育目

標與任務。以下針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發展進行說明。 

    1983 年美國的全國教育卓越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al 

Excellence) 發表了《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強調由於教育品

質不佳，導致學生的學業成就低落、國家缺乏競爭力，而陷於危機之中，也因為

此一事件引發了美國各界對教育改革與學校再造的聲浪四起。美國的全國學校協

會(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NSBA)即在 1987 年成立科技領導網

(Technology Leadership Network, TLN)，對於所加入的學區會員，提供有效的科

技領導建議與相關訊息資料，並定期舉辦研討會與線上討論，以利用科技來改善

學生的學習成就(NSBA, 2007)。 

    直到 1990年代隨著電腦與網路的逐漸普及，對於科技領導的討論，開始重

視校長在科技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延續 1980年代以科技提升學生學業成就

表現的探討，但更聚焦在校長的科技領導如何促進學校的效能與變革(Aten, 

1996)。美國密蘇里州、印第安那州、賓夕法尼亞州以及麻薩諸塞州等 25個州，

更在州教育廳贊助課程方案之下，陸續設立有系統、制度化的領導學院(leadership 

academy)、領導聯盟(consortium)或領導講座，以提供校長和學區教育局長進修(張

奕華、曾大千，2005)。 

    除了相關進修課程的陸續成立之外，也開始對科技領導制訂標準。國際教育

科技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TE)即針對行政人

員、教師、學生等訂列出個別的標準，稱為「全美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NETS)。全美目前已有超過 90%的州採用或參

考 ISTE的教育科技標準(ISTE，2003)，詳見表 2-3。由表 2-3中可知已有 33州

採用了學生(STU)教育科技標準；33個州採用了教師(TCH)教育科技標準；29個

州採用了行政人員(ADM)教育科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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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美國各州採用教育科技標準情況 

學生

科技

標準 

 

(STU) 

教師

科技

標準 

 

(TCH) 

行政 

人員 

科技 

標準

(ADM) 

州名 

學生

科技

標準 

 

(STU) 

教師

科技

標準 

 

(TCH) 

行政 

人員 

科技 

標準

(ADM) 

州名 

A A A Alabama A A A Missouri 

R R R Alaska A A A Nebraska 

A A A Arizona  A  Nevada 

A A A Arkansas R A A New Hampshire 

  R California A A A New Jersey 

A A  Colorado  A  New Mexico 

A A A Connecticut A A A New York 

A A A Delaware A  A North Dakota 

 A  
District of 

Columbia 
A  A Ohio 

A A  Florida A   Oklahoma 

 A A Georgia A  A Oregon 

A   Hawaii   A Pennsylvania 

 A  Idaho A   Rhode Island 

A A A Illinois A A  South Dakota 

A A A Kansas  A R Tennessee 

A A A Kentucky R A R Texas 

A A A Louisiana A   Utah 

  R Maine A A A Vermont 

R A A Maryland A R R Virginia 

A A  Massachusetts A A A Washington 

A A A Michigan A A A West Virginia 

A A A Minnesota A  A Wisconsin 

A A A Mississippi   A Wyoming 

註：A 代表「採用」；R 代表「參考」 
 

資料來源：Use of NETS by State., by ISTE, 2003, Retrieved September 22, 2007, from 
http://cnets.iste.org/docs/States_using_NETS.pdf  

 

    上述教育科技的標準亦持續的在進行更新，例如 ISTE 在 2007年 9 月即發

表最新修訂的「全美學生教育科技標準」，內容指示學生在未來的數位時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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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知道的事情以及如何更有效率的學習。其內容包括六大部分：(一)創造力與

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學生要展現有創意的思考、有結構的知識、以及

使用科技發展創新的產品與步驟過程； (二)溝通與合作(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學生使用數位的媒體與環境進行溝通以及合作，包括遠距的教

學，以支持學生個人的學習或是其它的各種學習；(三)研究與資訊流暢(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fluency)：學生利用數位工具收集、評鑑和使用資訊；(四)批判性

的思考、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決策的能力(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 

decision-making)：學生利用批判性思考的技巧，計畫與處理研究、管理計畫、解

決問題，以及使用適當的數位工具與資源作決策；(五)數位公民權利義務(digital 

citizenship)：學生要了解與科技相關的人類、文化以及社會議題，以及實踐法律

和倫理行為；(六)科技操作與概念(technology operations and concepts)：學生要展

示對科技概念、系統與操作上充分地了解(ISTE，2007)。經由上述標準的訂定，

將使科技領導的內涵更為完整與明確，也讓科技領導的實施與推動有具體的指

標。 

    2000年以後，各界對於科技領導的討論與研究逐漸多元化，諸如科技領導

的效能(張奕華、蕭霖，2005；Anderson & Dexter, 2005)、教師對校長科技領導的

知覺與教育科技的整合之間的關係(Rogers, 2000)，以及科技領導的實證研究等

(吳聖威，2006；徐潔如，2005；Anderson & Dexter, 2005)。 

    在台灣有關教育科技領導的發展，起源於 2000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其中十大基本能力中的「運用科技與研究」指出，為因應此全球化科技快速發展

與高度資訊化的時代趨勢，培養學童具備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成為教育的重

要目的(國教專業社群網，無日期)。爾後，各縣市政府亦繼續推動相關的計畫，

例如台北市有「台北市資訊教育白皮書」；台中市有「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施政白

皮書」，針對資訊科技的推廣進行各項的補助研習活動，其中更於 2004年推動「台

中市中小學校長資訊基礎能力教育訓練」(台中市教育局網路中心，2004)；高雄

市則在 2003與 2004年舉辦過「各級學校校長資訊知能及應用研習」(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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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局，2007)。 

    承上所述，我國目前的校長科技領導仍著重於校長本身資訊科技素養的培

育，對於如何進行學校科技計畫或是管理學校科技等領導性能力的增進，尚未出

現。隨著未來校長科技領導角色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教育行政機關可卓參美國設

立校長科技領導學院或課程的作法，以及國內有關校長科技領導的研究，針對學

校的校長進行完整科技領導的培育。 

 

參參參參、、、、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任務與技巧任務與技巧任務與技巧任務與技巧    

                校長做為一個學校的領導者，與學校教育的成敗有密切的關係，其所扮演角

色的良窳，亦成為最關鍵的因素。以下針對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任務與技巧三

方面來說明。 

一一一一、、、、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校長科技領導的角色    

    校長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被寄予厚望，就學校的運作系統來說，校長領導角

色的強化，對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以下引述校長進行科技

領導所應扮演角色的看法。 

    Flanagan 和 Jacobsen (2003)在其《二十一世紀校長的科技領導》(Technology 

leadership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ipal)一文中提到，在 2000年時加拿大的

卡爾加里教育委員會(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所發展的「領導發展計畫」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中曾說明校長進行科技領導時所應扮演的五項

角色責任與任務，如圖 2-1所示。 

(一)學習的領導者(leader of learning)：鼓勵教師反省思考和持續改善他們的教

學、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機會給所有的教師、學生和家長，以及提升學生解決問題、

合作和使用科技建構知識的能力。 

(二)確保學生應得權利的領導者(leader of student entitlement)：確保學生擁有公平

的機會近用科技資源，並且依據民主原則來使用科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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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能力的領導者(leader of capacity building)：囊括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發展共享的願景、針對學校所有教職員工發展領導才能，以及建立

鼓勵冒險、創新和合作的學校氛圍。 

(四)社區的領導者(leader of community)：設法獲得社區的支持、讓家長參與決策

的過程、使用科技來增進學校與社區的溝通，以及擴展學生的學習範圍到社區裡

甚至是超越社區。 

(五)資源管理的領導者(leader of resource management)：提供學生和教師必要的科

技資源、發展支援查詢與合作的電腦網絡，以及確保教師和學生隨時可獲得其所

需的設備。 

 

    

    

    

    

    

    

    

    

    

    

    

    

圖 2-1 校長進行科技領導時的角色 

資料來源 Technology leadership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ipal, by Flanagan, L. & 

M. Jacobsen, 2003,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1(2),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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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 

領導者 

確保學生應得權利 

的領導者 

建立能力的領導者 

社區的 

領導者 

資源管理的 

領導者 

管理 

評鑑 

導入 



 - 17 - 

    Bailey 和 Lumley (1994)在其《科技職員發展計畫：學校行政人員的領導資

源書》(Technology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s: A leadership sourcebook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一書中指出，校長在科技員工養成計畫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透過

以下的方法，則可增強校長在學校科技領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發展科技運

用；(二)促使科技成為學校重建或轉型的重要工具；(三)認清並促使學校人員養

成使用科技的機會，並將科技發揮到最大之邊際效益；(四)參與能夠促使學校人

員使用科技的活動。此外，校長更進一步被視為一位足以領導學校改善或重建，

且將科技視為教育革新重要資源的科技領導者。 

    張盈霏(2006) 則提出，校長身為學校的領導者，承受外界所給予的期望和

壓力，身兼複雜且多重的角色，既是參與決策的成員，亦是執行決策的團隊龍頭，

其所扮演的角色已異於往昔。而在學校的變革中，校長的科技領導應扮演以下五

種新角色：(一)領導、催化與引導變革的科技專家；(二)學校科技領導績效責任

的擔負者；(三)校園科技團隊感的促進者；(四)學校相關成員間的整合者；(五)

兼具學校科技領導執行、研發、設計與決定的角色。 

    綜上所述可知，依切入的觀點角度不同，校長在進行科技領導時所扮演的角

色亦有所不同，但大致上仍是以各項資源整合的領導者為主；校長必須整合校內

有關科技的願景、計畫、研發、經費與設備、整合校內教職人員科技資源的分配

使用與訓練，此外更需整合校內成員對學校科技發展的共識。 

二二二二、、、、校長科技領導的任務校長科技領導的任務校長科技領導的任務校長科技領導的任務    

    Moursund (1992)在其《科技協調者》(The Technology Coordinator)的研究報

告中提出關於科技領導的十四項任務，包括：(一)領導(leadership)；(二)財務

(finances)；(三)資源中心(resource center)；(四)資源夥伴(resource people)(五)在職

進修計畫(in-service plan)；(六)軟硬體的獲得(hardware and software acquisition)；

(七)軟硬體的財產目錄(hardware and software inventory)；(八)研究與評鑑(research 

and evaluation)；(九)相關資訊宣傳(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十)社區關係

(community relations)；(十一)雇用政策(hiring policy)；(十二)資金籌募(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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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ing)； (十三 )改進教育 (improve education)； (十四 )科技能力 (technical 

competence)。 

    卡爾加里教育委員會(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在 2000年時也提出校長做

為科技領導者所需執行的五項任務：(一)學生的主動參與(student engagement)：

藉由使用適當的科技來給予學生真正的學習體驗、透過網路的合作、研究與溝

通，擴展學習至教室外；(二)共享的願景(shared vision)：校長必須向學校內部的

教職員與學生，以及外部的家長溝通與型塑願景；(三)近用的公平性(equity of 

access)：讓校內的師生以尊重個別差異為榮，別讓使用科技成為男性或是資賦優

異學生的特權；(四)有效的專業發展(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在教師

教學或是學生學習上提供持續、適時的專業培育；(五)無所不在的電腦網絡

(ubiquitous networks)：讓數位科技在每當需要時都隨手可得(引自 Flanagan & 

Jacobsen, 2003)。 

    Bennett (1996) 則認為就科技而言，校長有以下的責任與任務：(一)定義和

溝通使命(defining and communicating a mission)；(二)管理課程和教學(manag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三 )支持和管理教師 (supporting and supervision 

teachers)；(四)監控學生的進步(monitoring student progress)；(五)增進有效教學的

環境 (promoting an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climate)； (六 )管理科技 (managing 

technology)。 

葉連祺 (2003) 引用全美行政人員教育科技標準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ors )，認為校長的科技領導任務包括： 

(一)領導和願景：係啟發學校人員進行全面科技整合的共享願景，並形成實踐願

景和文化。對此，校長應和利害關係人建立對使用科技的共享願景，發展合作改

進學校科技的計畫，推動學校人員間應用科技實務的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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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導和學習：是確保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學習環境，能整合科技，以最大

化學習和教導的成效。對此，校長宜協助教師使用科技，去分析學生表現的資料

和改進教學合作設計、實行、支持和參與教師有效整合科技，以促進學生學習的

專業發展活動。 

(三)生產力和專業實務： 指應用科技去促進學校人員的專業實務，增進自己和

他人的生產力。對此，校長要應用既有的科技管理系統，去處理和保存成員和學

生的資料，也使用不同類型的媒體，以不同方式和專家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互

動和合作。 

(四)支持、管理和運作：在確保整合科技，以支持有益學習和行政的系統。就此

而言，校長需要提供可讓人分享資源的平台，整合校園資源，以利實行科技計畫，

提倡建立適宜、及時且高品質的科技協助服務。 

(五)評量和評鑑：泛指使用科技去計畫和實行有效評量及評鑑的全面系統。對於

此部分，校長應該推動與建立處理、分析和詮釋校園資料的工作模式，進行教師

在科技素養和專業發展的評鑑，將使用科技於教學歷程的效能，列為評量教師表

現的規準。 

(六)社會、法理和倫理議題：即了解有關科技的社會、法理和倫理議題，並形成

決策責任的規範。於此，校長應確保和分配科技資源，使教師能滿足學生需求，

建立學校人員和學生有關使用科技、著作權和安全性的統一規範，與設備的發展

計畫，以建立健康、安全使用科技的環境。 

 

    綜上所述，校長進行科技領導的任務可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一)科技願景

的領導：建立校內外成員對科技計畫與使用的共享願景，並引領願景的實踐；(二)

科技資源的提供：確保校內外成員擁有運作高品質的科技平台、系統以及服務，

並滿足成員對科技資源的需求；(三)教師專業發展的訓練：針對校內教師發展科

技專業能力的訓練，以利於整合科技於學校的課程設計上，促進學生的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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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四)對科技計畫與教職員的評鑑與管理：規劃並實行有關學校科技計畫以及

校內教職員的評鑑，以使學校的運作更加具有效能。 

三三三三、、、、校長科技領導的技巧校長科技領導的技巧校長科技領導的技巧校長科技領導的技巧    

    Bennett (1996) 的研究曾指出，大部分的校長並沒有在教室中直接使用科技

的直接經驗，甚至科技亦未成為教學或是行政計畫上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多數

校長的基本科技能力水準與所應具備的領導能力是有差距的，這會使得校長企圖

去領導時產生許多問題，所以校長必須持續增加他們的科技能力，才能做出符合

學校科技目標的決策。以下針對校長進行科技領導時所應具備的技巧進行說明。 

    Aten 曾提出教育科技領導者必須具備的技巧有：(一) 提供人員發展以獲得

特定技巧 (provides staff development for specific skill acquisition)；(二) 從成本利

益和教育衝擊評鑑科技 (evaluates technology in terms of cost benefits and 

educational impact)； (三 )評鑑新的與既存科技 (evaluates new and existing 

technologies)；(四)推薦購買哪些軟體(recommends what software to purchase)；(五) 

協助各式軟體的應用(assists with variety of software applications)；(六)推薦購買哪

些硬體(recommends what hardware to purchase)；(七)知道如何操作電腦(knows 

how computers work)；(八)解決儀器問題(trouble-shoots equipment problems)；(九) 

網路問題(networks equipment)(引自張奕華、蕭霖，2005)。 

    Bailey 和 Lumley (1994)則認為，科技領導者應包括下列六項技巧：(一)科

技技巧(technology skills)；(二)人際技巧(people skills)；(三)課程技巧(curriculum 

skills)；(四)人員發展技巧(staff development skills)；(五)領導技巧 (leadership 

skills)；(六)教學技巧(instructional skills)。 

    Jewell (1998) 在其《科技領導的藝術》(The art and craft of technology 

leadership)一文中指出，科技協調(technology coordinators)者應具備的五項科技領

導技巧：(一)設定清楚的路徑(setting a clear path)；(二)分享計畫(sharing your 

plan)；(三)看清整體圖像(seeing the big picture)；(四)發展個人科技技巧(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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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technical skills)；(五)成為外交的促進者(becoming a diplomatic facilitator)。 

    Kearsley 和 Lynch 在其標題名為《科技時代裡的教育領導：新技術》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he new skills)的文章中指出，

校長所須具備的科技領導技巧包括：(一)確保每人皆有相同取得科技資源的機會

(ensure equal access and opportunity to technology resources)；(二)建立科技使用的

倫理政策(establish policies for ethical use of technology)；(三)確保科技設備的適合

性(ensure facilities for technology are appropriate)；(四)建立學校中科技使用的優先

性(establish priorities for technology use in school)；(五)提供科技訓練的時間

(provide released time for technology training)；(六)獎勵科技的應用 (reward 

outstand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s)；以及(七)尋找科技經費來源(seek out funding 

sources for technology)(引自張奕華、蕭霖，2005)。 

    綜上所述，校長科技領導的技巧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三類：(一)科技相關技

巧：校長必須具備科技素養，以作為評鑑科技相關計畫以及領導教師執行相關科

技融入教學課程的基礎；(二)人際關係與領導技巧：校長運用人際關係以獲得相

關的科技經費，此外，校長具備好的人際關係，才能對校內教職員展現優秀的領

導；(三)規劃成員發展的技巧：校長具備觀察校內教職員所需科技相關的專業發

展的能力，並著手進行規劃相關課程，以滿足成員的需求。 

 

肆肆肆肆、、、、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校長科技領導的內涵內涵內涵內涵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Aten (1996)曾提出學校中科技領導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一)共享式領導(shared leadership)：例如，領導者與成員共同一起做決定的合作

式決策(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或是能夠依成員能力的不同提供適宜的工

作提供領導。 

(二)額外補償(extra compensation)：除了應負的學校責任之外，對於在運用科技

方面表現優異的成員應給予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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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將科技整合進課程中，以及支持學校的運

作和教師使用科技，並且瞭解未來趨勢。 

(四)人際關係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學校能夠持續和其他群體聯繫，包括家

長、社群組織和支持學校科技發展團體。 

Bailey(1997)的研究則指出，行政人員的科技領導可由以下十個層面來觀

察：(一)變革(change)；(二)科技計畫(technology planning)；(三)倫理(ethics)；(四)

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五)安全與保密(safety and security)；(六)課程

(curriculum)；(七)成員發展(staff development)；(八)設施(infrastructure)；(九)科技

的支持(technological support)；以及(十)科技領導(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erson 和 Dexter (2000)的研究則指出科技領導是以下八個指標的總和： 

(一)預算(budget)；(二)學區支持科技(district support for technology)；(三)補助金

(grants)； (四 )智慧財產權政策(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五)校長科技日

(principal day devoted to technology)；(六)校長使用電子郵件(principal use of 

e-mal)；(七)人員發展政策(staff development policy)；(八)科技委員會(technology 

committee)。 

    張奕華、蕭霖(2005)的研究曾歸納相關科技領導的文獻，將其層面分為五項： 

(一)願景、計畫與管理(vis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好的領導需要有願景，

科技領導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發展與清楚說明科技如何產生變革的能力。清楚

地說明學校中科技使用的願景、發展科技計畫並有效地利用資源予以推動。 

(二)成員發展與訓練(in-service training)：成員發展的構念係由三種能力所組成，

亦即描述和確定成員發展的資源、計畫和設計成員發展的課程，以及基於不同的

決策者(教師、行政人員、資訊協調者或校長)，制定不同的成員發展計畫。 

(三)科技與基本設施的支持(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當教師和職

員有問題或是需要協助時，科技領導者需要提供技術的支持，讓他們得到幫助，

是科技整合成功的關鍵之一。所以確保相同取得科技資源的機會，以及確保適當

的科技使用設備，是校長科技領導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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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與研究(evaluation, research and assessment)：校長能評鑑教師個人成長，

建立科技標準，並引導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更重要的是，校長能應用科技相關的

研究以引導學校中科技的使用。 

(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人際關係技巧被

視為比科技專門技術更為重要，應了解和確認教職員及學生在科技上的需求和關

心，並公平與尊重對待所有學校人員，與其溝通有關科技的議題。 

    在國內方面徐潔如(2005)歸納校長科技領導層面為五項：(一)共擬願景和計

畫；(二)行政規劃、教學領導與評鑑；(三)專業發展與示範；(四)提昇工作效能；

(五) 支持、管理與運作，以及陳易昌(2006)將校長科技領導分為四個層面：(一)

規劃與管理；(二)成員發展；(三)科技整合；(四)人際溝通。 

 

    綜合上述科技領導層面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將校長科技領導層面分為以下五

大層面，以做為本研究校長科技領導變項架構之基礎： 

(一)願景、計畫與管理：校長作為有效能的科技領導者必須先規劃科技如何產生

學校變革的願景，學校科技願景的規劃與發展，需要校長瞭解新興科技的發展和

趨勢；而清晰的科技願景，將有助於教師應用科技在教室中，進而提升教學效能。

(二)成員發展與訓練：校長作為學校的科技領導者，其最重要的責任即必須提供

校內成員發展與訓練的教育資源；此外了解教育領導上最新的議題與模式，也是

科技領導者在成員發展上必須具備的作為。 

(三)科技與基本設施支持：當教師和職員們需要協助時，科技領導者需要提供技

術上的支援，而確保公平取得科技資源的機會和提供適當的科技設備，更是校長

應具有的科技領導技巧。 

(四)評鑑與研究：作為一個有效能的校長會對校內教師執行評鑑，以此作為引導

教師發展科技專業的依據。校長可根據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科技的效能，作為

評估教師績效的指標；此外，校長要能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資料，規劃出鼓勵師

生善用科技的策略，改善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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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其重要性高於任何科技專門技術；當校內成員們學習

使用新科技時，領導者必須能夠提供支持，而良好的溝通技巧即是教育科技領導

者最重要的行為特質。校長的溝通技巧與個人的科技領導技巧緊密相連，一個真

正優質的教育科技領導者，是需要良好的人際與溝通能力以及適度的科技能力。 

 

伍伍伍伍、、、、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    

          Inkster(1998) 的研究比較兩個在 Minnesota 中心小學的科技領導個案研

究，透過訪談校長來了解學校行政者對科技的相關態度、行為、能力和角色。研

究結果指出，校長的科技行為包括：(1)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教學目標、(2)創造科

技融入課程的願景、(3)有計畫的提供機會給予成員在職訓練、(4)提供技術支持

以及(5)給予成員時間。在校長的科技相關能力方面包括：(1)個人的科技使用能

力、(2)溝通能力、(3)科技領導能力、(4)科技行政和管理能力。另外在科技相關

的態度方面包括有：(1)持正面的態度、(2)努力嘗試、(3)從錯誤中學習、(4)給學

生最好的、(5)願意花時間、(6)給予成員較大的自主權以及(7)期望學到更多。此

外，研究中也確認七個與科技相關的角色，包含有：(1)科技領導者、(2)科技管

理者、(3)科技決策者、(4)示範科技者、(5)科技教導者、(6)科技促進者、(7)鼓勵

科技者。 

    Anderson 和 Dexter (2005) 在其《學校科技領導：流行與成果的實證調查研

究》(School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revalence and 

effect)一文的研究中，隨機選取 898所公私立和教會學校為研究對象，探討在不

同背景變項之下，學校科技領導的差異情形。首先，在學校層級部份，發現小學

在科技領導指標上顯著低於中學和高中，因為中學和高中比起小學，更有機會獲

得補助金、擁有科技委員會和有效的學區支持科技，而校長也是較頻繁的電子郵

件使用者；而在學校規模方面，大學校較期待科技支持和給予成員發展的政策，

規模較小學校的校長花較多時間在關注科技議題，也許是因為大學校的人力資源

較充足的因素，因此大學校的科技領導顯著高於小學校；在公私立學校的比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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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私立(非公立)學校顯著低於公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獲得的補助金較少以及

校長使用電子郵件較不頻繁；從學校的社經背景來看，低社經背景的學校因補助

計畫所得到的補助金較多，而高社經背景學校的校長較能頻繁的使用電子郵件作

溝通，從研究中並無明確顯示出因科技領導差異而所造成的數位落差。 

    徐潔如(2005) 在其《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之研究》中，利用問卷

調查與訪談法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校長在科技領導知能和專業發展需求的差異

情形，進而探究國小校長實行科技領導專業發展的需求以及實施科技領導的困

境。研究發現，無論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能高或低，在科技領導實踐上仍會面臨學

校內外部或校長本身及學校內部因素的困境。 

    陳易昌(2006) 在其《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研究》

中，採用問卷調查法，分別針對不同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和學校環境變項在校長

科技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上的差異情形。研究發現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會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歷史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至於在性別、年齡、學歷上，則無差異。 

    張盈霏(2006) 在其《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透過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國民中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

其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三者間的關係，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式模型分

析，檢視科技領導與知識管理對學校效能之影響、模型適配度及其運用情形，其

研究顯示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與

影響，並建構出適用於不同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領導模型。 

    綜合本節研究可知，校長科技領導對於學校的教學與行政措施，有著重大的

影響，校長應扮演科技領導者的角色，發揮科技領導的力量，有效應用科技於實

際教學與行政作為上，並塑造一個共享、支持的情境，以達成教學與行政績效的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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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與與與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二十一世紀是屬於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作為

現代組織的新興管理策略，自一九九Ο年代以來廣泛地在企業管理界被應用，而

學校作為現代競爭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組織體，亦須擔負起效能與傳承的責任，將

組織內部的管理運作以及文件資料予以有效的整合，以建構出一套有效能的管理

系統，成為學校校長在科技領導之外另一需要正視的課題。本節將探討知識管理

的概念分析與相關研究，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知識的意涵、知識管理的意涵、知

識管理的相關研究，以期建構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 

 

壹壹壹壹、、、、知識的意涵知識的意涵知識的意涵知識的意涵    

    「知識」作為知識管理的基礎核心概念，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何謂「知識」

爾後才能予以管理，換句話說，只有先將知識界定清楚，瞭解其本質，才能更進

一步去探究知識管理的意涵。 

一一一一、、、、知識的定知識的定知識的定知識的定義義義義    

    「知識」的定義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便有不同的概

念定義，古今中外有許多學者皆有關於「知識」的觀點，以下僅列舉代表性的一

些，作為歸納知識定義的依據。 

    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 認為知識是一種具流動性質的綜合體，其中包

含結構化的資訊以及未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專家的獨特見解，為新經驗的

評估與整合。此外，知識起源於智者的思想，在組織中不只存在文件系統中，更

蘊藏在日常工作的執行過程中。 

    Stewart (1998) 指出知識有別於資料與資訊，是一種經過系統化、結構化的

直覺、經驗與程序，可以用來指導人類的思考、行為與溝通。 

    吳清山、林天祐(2000) 指出「實證論」(positivist)視知識為產品(object)，所

以是人為的、靜態的、形式的與永恆的物品，其價值並未隨時間而改變，於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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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成了可傳遞與共享的經驗或資訊；「建構論」(constructivist)則視知識為過程

(process)，是有機的(organic)、流動的、動態的，是改變與演化的持續狀態，而

意味著知識的創造包含了社會的互動、回答或參與問題。 

    謝傳崇(2002) 認為知識是一種有價值的智慧結晶，可以資訊、經驗心得、

抽象的觀念、標準作業程序、系統化的文件、具體的技術等方式呈現，知識的呈

現形式雖有多種，但其在本質上都必須具備創造附加價值的效果。 

    張淑萍(2000) 強調知識是一種結合資料、資訊、個人經驗分析與主觀認定

並與實際情境相呼應後，所產生一種可運用的結果。 

    吳政達(2001) 認為知識是結構化的經驗、價值、相關資訊和專家洞察力的

融合，它提供了評價和產生新經驗和資訊的框架。 

    黃金木(2003) 指出知識的本質來自於生活中的認知、信念、經驗、價值與

理解；此外，知識也是一個兼具流動性及延展性的構念，意即知識可以經由分享

學習而不斷擴散，經由反思與修正而加深加廣。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針對知識所提出的見解，研究者整理出對「知

識」的意義：係一種結構化與未結構化資訊與經驗的流動綜合體，可相互傳遞與

共享，更會隨時間演化而改變，具價值性且有多元的呈現方式。 

 

二二二二、、、、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正快速不斷的累積，面對知識經濟

時代的挑戰，「知識」儼然已成為建構優勢的基礎。而學者 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 更在其《有效的知識》(Working Knowledge)一書中指出知識的複雜性，

認為知識並非是單一性質的結構，但正因其具有複雜性，故而能夠以複雜的形式

來處理複雜的事務。正由於知識所具備的複雜性，於是將其作有效的分類成為一

項重要的工作，以下研究者將綜合部分學者的觀點，探討知識的分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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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與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 

    關於知識的分類，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即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 Hedlund, 

1994; Howells, 1996;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83)。外顯知識是可用文

字、語言來表達，客觀且形式化，可由書籍、文件等所得到的知識，有規則也有

系統可循；相對地，內隱知識是無法用文字來傳達，主觀且形而上，屬於存在個

人心智與經驗中的知識，是一種特殊情境下的產物。此一知識的分類觀點是獲得

較多學者專家認同且具代表性的。 

  (二)個人知識(individual knowledge)與組織知識(organization knowledge) 

    Glynn (1996)將知識劃分為個人與組織知識兩大類：個人知識是指屬於個人

的知識與智慧，可供個人利用與活用，但卻難以共享；相反的，組織知識是指屬

於組織團體，有助於創造組織價值，且容易與他人共享的知識。 

 

    除了上述兩種最具代表性與通俗的分類之外，研究者將其他相關的知識分類

內容，整理如表 2-4所示： 

 

 

表表表表 2-4 知識的分類內容知識的分類內容知識的分類內容知識的分類內容 

學者 (年代) 知識的分類內容 

Badaracco (1991) 

 

 

 

 

 

 

 

 

1. 可移動的知識(migratory knowledge) 

   一種可容易並快速的移動並跨越國家範圍的知識，  

   存在於具機動性的「套裝知識」(packages)，像是書

籍、規則公式(formulas)中；或是存在個人腦中。 

2. 嵌入組織的知識(embedded knowledge) 

   一種移動緩慢，起初存在於專業的關係裡，像是個 

   人、團體和特殊的規範、態度、資訊流(information  

flow)之中，以及做決定的模式，型塑出與他人相處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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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 (續續續續) 

學者 (年代) 知識的分類內容 

Blackler  

(引自 Johnston, 1998) 

1. 腦中的知識(embrained knowledge) 

   仰賴概念和認知的抽象知識，通常因與科學知識結 

   合而有較好的地位。 

2. 體現的知識(embodied knowledge) 

   行動導向並可能只有部分是明確的，其傳播需要面 

   對面的接觸，必須是能感受到的訊息及物理性暗示。 

3. 文化中的知識(encultured knowledge) 

   與取得共享的理解事物的過程有關，同時被嵌入在 

   文化系統內，並可能強烈地依賴語言。 

4. 嵌入的知識(embedded knowledge) 

   屬於有系統的常規，倚賴相互間關係的作用與物質 

   資源，可能被嵌入在科技、慣例、或明確的常規和 

   程序裡。 

5. 編碼的知識(encoded knowledge) 

   用記號和符號紀錄，像是書、手冊、條例規定和電      

   子紀錄；編碼需要抽取出摘要，有系統的編纂知識 

   成為更豐富的知識。 

Fleck  

(引自 Johnston, 1998) 

 

 

 

 

 

 

 

 

 

 

 

 

 

 

 

 

1. 正式的知識(formal knowledge) 

   體現在有系統編纂的理論和常規上，通常編碼成文 

   本或圖表的形式，並需要透過正式的學習。 

2. 工具的知識(instrumentalities knowledge) 

   體現在工具和儀器的使用上，並需要其他構成要素 

   來更有效率的使用，其學習需要透過示範和練習。 

3. 非正式知識(informal knowledge) 

   體現在言語的互動上，有時是書寫的形式，其學習  

   透過特殊情境脈絡下的相互影響。 

4. 偶然的知識(contingent knowledge) 

   體現在特殊的情境脈絡上，是散佈並瑣碎的出現， 

   有時也可是驚鴻一瞥，其學習需要是當場立刻的。 

5. 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 

   體現在個人上，根植在自身經驗當中，其傳播需要 

   倚靠學徒的身分。 

6. 後設知識(meta knowledge) 

   體現在團體上，可以是在地的或是國際上，一般的   

   價值、文化和哲學思想，其學習要透過社會化。 



 - 30 - 

表表表表 2-4 (續續續續) 

學者 (年代) 知識的分類內容 

O’ Dell 和 Grayson 

(1998) 

1. 個人的知識(individual knowledge) 

   僅存在個人腦中的知識。 

2. 組織的知識(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是學習而來，發生在團體或是各部門間。 

3. 結構的知識(structural knowledge) 

   透過程序化處理與道德規範，內嵌在組織中的知識。 

Bukowitz 和 

Williams (1999) 

1. 覺知的知識 (known knowledge) 

   個人知覺自己知道的知識。 

2. 未察覺的知識 (unknown knowledge)  

   個人並不知覺自己知道的知識，因為知識已經嵌入 

   其作為之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多位學者對於知識分類方式的觀點，可體認到知識種類的繁雜，知

識的種類對於組織而言，有其不同的看法，對於不同的分類有其各自強調的論

點，其可存在於個人、組織或是社會團體當中，更因組織的特質、知識的內容、

知識的運用、產生的過程等不同而異，總而言之，不論知識如何分類，最重要的

是如何運用知識以發揮效能，以符合個人或組織的需求。 

 

貳貳貳貳、、、、知識管理的意涵知識管理的意涵知識管理的意涵知識管理的意涵 

    自 1990年代以來，知識管理的理論受到相當的關注，並在企業界與學術界

引起風潮，成為時下熱門的議題，許多企業與組織更是紛紛群起效尤，希望藉由

知識管理的力量為組織體增進效能，於是學者們陸續分析研究有關知識管理的各

項議題，而相關的文獻亦正持續的發展建構當中。欲了解知識管理的相關概念，

務必先釐清知識管理的定義與理論架構為何，以下將針對知識管理的定義、知識

管理的理論與架構、知識管理的步驟以及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策略，根據國內

外之見解作歸納說明，以便對知識管理的概念有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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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知識管理的定義知識管理的定義知識管理的定義知識管理的定義 

    Wiig (1994) 認為所謂知識管理是指有系統的建立、應用與革新組織中的知

識，使組織中的智慧資產發揮最大的效益與回饋。 

    Beckmen (1999) 則提出知識管理是指讓組織中的知識、經驗與技術在正式

化的使用後，創造出新的能力，並提升組織的績效、鼓勵組織成員創新，並提高

價值。 

    Bennett 和 Gabriel (1999) 指出知識管理係指資訊的、經驗的、知識的過程，

擷取、儲存、創造有益的知識，以提升組織績效。 

    Snowden (1999) 認為知識管理係智慧資產(intellectual assets)的鑑定、最優化

與積極管理，而所謂智慧資產包括人工作為物(artifacts)的外顯知識或是個人、公

眾所擁有的內隱知識。外顯知識的最優化要透過強化、合併的方式來取得；而內

隱知識的最優化則是要透過公眾的創造來分享、壯大。至於積極的管理智慧資

產，是指要創新管理的流程與基礎設備。 

    Nijhof (1999) 指出知識管理是將個人所持有的內隱知識外顯化，以在組織中

作更有效運用的過程；換句話說，知識管理即是知識鏈的過程，從知識的覺察到

確認所需的技能，到發展、傳播新技能，以及新技能的應用與舊技能的淘汰等。

就組織而言，知識管理的重點不僅在於個人，而是希望個人、過程及組織三個層

次皆有最優化的表現。 

    Nonaka 和 Konno (1998) 認為知識管理是知識的經營，是組織經由知識的

創造、共享、轉移與應用的流程，並與知識資產以及內外環境有效交流後所發揮

的最大價值；狹義則是指知識資產的共享、轉移與活用的流程。 

    吳清山 (2004) 認為知識管理是一種知識收集、整理、分析、分享和創造的

處理過程，使原有的知識不斷修正和持續產生新的知識，而且能將舊知識加以保

存和累積，使其有效的轉化為有系統、制度化的知識。此種知識不斷產生、累積

和創新的循環，可以幫助組織採取更有效的決定和行動策略，進而增加組織資

產、擴增財富以及提升組織智慧並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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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如哲 (2000) 闡述知識管理的涵義為：等於「資訊和通訊科技」加上「新

的工作組織」，其強調的是一種無形資產的管理和有意的策略。知識管理的對象

是「智慧資產」，目的是將「隱性知識外顯化」的過程，並強調「知識循環」。同

時亦主張知識管理是「整合的資訊系統」，透過「資訊管理」和「組織學習」來

改進組織知識之使用。 

    鄭曜忠 (2001) 認為知識管理係指將知識視同資產，在組織中進行智慧資本

的管理，經由知識的蒐集、儲存、應用的過程，並運用科技將知識儲存於組織，

讓組織成員能分享共用知識，使需要者獲得正確的資訊，在工作中作成最佳的決

策並採取行動。 

    吳毓琳 (2001) 則指出知識管理為組織運用資訊科技，配合組織文化結構等

特性，對組織中的知識進行分享、擴散與運用的過程，促進組織知識不斷創新，

增加組織的生產力與資產，藉此提升組織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及不斷自我改造

的動力。 

    李瑪莉 (2002) 將知識管理定義為：有意識、有系統、有組織的將組織內的

資訊與成員作有效的運作和整合，使其產生知識的價值性及實用性，以促進知識

資產的分享、轉移、與創新，提升組織成員的能力並創造組織智慧的一種過程。 

    孫志麟 (2002) 則主張知識管理係指個人或組織對知識資本進行管理，透過

知識的取得、組織、轉換、應用、分享與創新等一系列活動，同時結合資訊科技，

使知識不斷產生，累積與精進，以有效增進知識資產價值的循環過程。 

    林朝枝 (2004) 則定義知識管理係指組織以有效的策略，透過整合系統的方

式加以管理，在適切的時機，運用科技蒐集正確的知識，傳達給組織成員，藉由

知識的評估與取得、清查與儲存、流通與應用、整合與分享等方式，進而創造知

識效益與附加價值，讓組織成員在工作中作出最佳的決策，並採取有效行動，以

提升組織的效能與生產力，維持組織競爭的優勢，達成組織永續發展的目標。 

    施東陽 (2004) 則認為知識管理是有計畫的結合人員、組織、科技和過程，

經由知識的蒐集、彙整、轉化、應用、分享與創造的一種持續性管理，藉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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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和創新性的有價值知識不斷的循環與累積，有效協助組織成員成長並提升

組織效能。 

    張盈霏 (2006) 則指出知識管理是一種從知識蒐集、儲存、流通、應用到擴

散的過程，融合有形及無形的知識以創造出具有價值的創新知識，透過分享，協

助組織內人員擁有工作必須之技能，進而提升組織之整體工作績效。 

    整合歸納以上多位學者對知識管理定義的觀點後，研究者亦試圖針對知識管

理作一定義說明：知識管理乃將組織中的知識、經驗、技術等智慧資產，利用資

訊科技的力量，加以蒐集、儲存、整理與分析，進行積極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

目的是要將個人的內隱知識外顯化，以進行分享。管理過程中並同時不斷地將舊

知識加以修正以創造新知識，利用整合資訊系統讓知識共享、轉移並應用，最終

的目的係為促進個人與組織的表現，提升績效、維持優勢並永續發展。 

 

二二二二、、、、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知識管理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與與與與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由上述對知識管理定義與觀點的不同可知，關於知識管理的理論，也因立論

觀點不同而所有異，以至形成各種不同的知識管理理論與架構模型，以下即針對

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架構模型進行探究，以作為本研究的依據。 

    (一)知識管理的理論 

    自 1990年代日本學者 Nonaka和 Takeuchi對「外顯與內隱知識」的闡述，

開啟了知識管理的大門，也為組織的角色產生不一樣的觀點─不再是按程序步驟

處理資料的機器，而是活躍的有機體。日本學者 Nonaka和 Takeuchi內隱知識的

提出，撼動了西方世界認為「知識是透過教育和訓練習得」的觀念。有關知識管

理的理論繁多，以下僅針對日本學者 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在《知識創造

公司》(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書中所提出的「外顯與內隱知識」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知識螺旋」(knowledge spiral)以及「組織知識創造

過程的五階段模型」(five-phase model of the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creating 

process )概念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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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顯與內隱知識 

    Nonaka和 Takeuchi認為知識可分為兩類：外顯的以及內隱的知識。外顯知

識是指正式化、有系統的知識，可分類編碼以及用文字或數字表達，並能輕易溝

通與分享；相對的，內隱知識是指不可易見與不易表達的知識，難以正式化使其

不易與他人傳播與分享，它是深植在個人的行為、經驗、想法、情緒當中。 

    內隱知識另可分為兩個面向：技術能力和認知能力。技術能力包含非正式的

艱難技術或是工藝要訣，是多年經驗的累積但卻無法具體表達技術背後的原則為

何；認知能力則是由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信念和直覺組成，內隱知識的認

知能力反映對事實(what is)的圖像以及對未來的願景(what ought to be)，雖然兩者

皆無法清楚的表達出來，但這些內隱的模型形塑出知覺世界的方式。 

    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提出知識從內隱到外顯，再成為內隱的循環，

便是組織知識的創造。內隱和外顯知識兩者可能會透過個人或團體，從其中一類

轉化為另一類，這互動與轉化的過程將構成四種知識轉換的方式： 

(1)社會化：由個人的隱性知識轉換到團體的隱性知識─利用經驗分享從而創造 

內隱知識，例如分享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和技術能力(technology skills)。 

(2)外部化：由內隱知識轉換至外顯知識─典型的知識創造(knowledge-creating)過 

    程，將隱喻象徵、類比、概念、假設或模型具體化。 

(3)結合：由分離的外顯知識轉換至統整的外顯知識─結合不同部分的外顯知 

    識，透過分類、補充、統整以產生新的外顯知識。 

(4)內化：由外顯知識轉換至內隱知識─類似「作中學」的道理，當經驗透過社 

    會化、外部化以及結合，即內化成為個人有價值的資產。 

    茲以圖 2-2來加以說明四種知識轉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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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p.72), by I. Nonaka and H. Takeuchi,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知識螺旋 

    組織知識的創造，即是透過上述四種知識轉換的方式來達成。但是，組織並

無法自行創造知識，個人的內隱知識才是組織創造的知識的基礎，組織必須能夠

使個人層次的內隱知識被創造以及被累積。內隱知識經由上述四種知識轉換模型

在組織內部加以擴大，進而形成更高的本體論(ontological)層次，這種現象即稱

之為「知識螺旋」(knowledge spiral)。 

    組織知識的創造是一種螺旋的過程，從個人層次開始，透過擴張團體的互相

影響，不斷上升擴大，從個人擴散至團體、組織，甚至是組織之間，過程中不斷

有社會化、外部化、結合與內化的知識轉換整合活動，如圖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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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四種知識轉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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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p.73), by I. Nonaka and H. Takeuchi,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此外，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亦指出可促進組織知識螺旋發展的五種

情況：(1)組織的志向：組織內的知識螺旋可藉由組織的志向來驅動，而所謂「組

織的志向」指的是組織邁向其目標的抱負。(2)自主：讓組織內的個人在合理範

圍下自主行動，可增加組織許多預期之外的機會，同時也增加個人創造新知識的

動機。(3)變動與創造性的混沌：組織內部的變動與創造性的混沌可刺激組織與

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4)重複的(redundancy)資訊：指刻意將組織內的活動與資

訊有所重疊，使組織內部之個人得以接觸他人的職權範圍，有機會以不同的觀點

與方式提供建議與資訊，以強化知識的分享。(5)不可或缺的多樣性：當組織成

員擁有多樣性時，便能夠處理各種的情況，並提高整合資訊的能力。 

    3. 組織知識創造過程的五階段模型 

    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理論中的知識轉換過程，可進一步創造出有助

於組織知識管理的「知識創造過程」，其過程包含五個階段： 

外部化 

結合 

社會化 

內化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個人 團體 組織 組織間 

知識階層 

本體論層面 

認識論層面 

圖 2-3 組織知識創造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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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享內隱知識：個人的內隱知識是組織知識創造的基礎，但卻無法訴諸語言，

而須透過經驗的獲得。因此，分享許多不同背景、觀點與動機個體的內隱知識，

成為組織創造知識的關鍵性第一步。 

(2)創造觀念：內隱和外顯知識最強烈的互動發生於此。一旦分享的心智模型在

互動間形成，自我組織小組便可透過更進一步的持續性會談將其表達出來。分享

的內隱心智模型，可訴諸文字語言來表述，最後形成外顯化的觀念。 

(3)確認觀念：個人或小組所創造的新觀念，在這一階段加以確認，檢視所創造

的新知識對組織與社會來說是否有價值。組織必須以外顯的方式帶領這個檢視過

程，確認組織的目標是否仍無誤，並查明新觀念是否符合社會所需。 

(4)建立原型：在此階段，已確認過的觀念將被轉化為具體的原型(archetype)。所

謂原型可視為新產品發展個案中的產品模型。而上述不可或缺的多樣性與多餘的

資訊將有助於這個過程。 

(5)跨層次的知識：知識創造是一個不斷自我提升的過程。新的觀念經過創造、

確認和模型化後，將在一個不同本體論層次上，繼續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創造循

環。這跨層次的互動與螺旋的過程，發生在組織內部與組織之間。 

    上述 Nonaka 和 Takeuchi 對知識創造的論述中，提出了許多知識管理的新

概念，包括了內隱和外顯知識、知識螺旋、知識創造過程的五階段等，建構出完

整的知識管理理論，也為未來知識管理的實踐提供了一個架構。 

 

    (二)知識管理的架構  

    知識雖然潛藏在個人當中，但卻具有十分強大的力量，所以組織必須建立一

個在知識管理上的整體架構，才能將個人的內隱知識適度引出、儲存與應用，以

保有組織永續發展的競爭力。以下將整理 Wiig (1994)、Knapp (1998)、Demarest 

(1997) 與 Gore, C. 和 Gore, E. (1999) 的知識管理架構模式，以作為本研究架構

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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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ig 的知識管理架構 

    Wiig(1994)認為知識管理是一個概念上的架構，包括所有使組織在持續的基

礎上產生智慧行為(intelligent-acting)的行動和觀點。而為了有效率並安全地管理

知識，Wiig 整理出一個有條理的架構，即知識管理的三大支柱，如圖 2-4所示。 

第一項支柱是「探索知識與其適切性」包含：(1)調查和分類知識；(2)分析知識

和相關的活動；(3)提出、編譯和組織知識。第二項支柱是「發現知識的價值」

包含：評價、評鑑知識的價值及其有關的活動。第三項支柱是「靈活管理知識」

包含：(1)綜合知識相關的活動；(2)處理、使用和操控知識；(3)平衡、分配和自

動化知識；(4)實踐和監控知識相關活動。 

 

 

 

 

 

 

 

 

 

 

 

 

 

 

資料來源：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central management focus for intelligent-acting organizations.  

         (p.23), by Wiig, K. M., 1994, Arlington, TX: Schem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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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Wiig 的知識管理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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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的知識管理三大支柱，Wiig (1994)更提出知識管理的四項關鍵領

域，如圖 2-5所示，分別為：(1)知識資產(knowledge assets)：包括經驗、專長、

精熟、能力、技術與各種嵌入性的知識；(2)知識活動(knowledge activities)：包含

創造、建立、轉化、控制、使用與評估；(3)組織(organization)：包含目標、發展

方向、策略、實務與文化；(4)能力與趨向(capability & tendency)：指人員與組織

能建構與使用知識，以增進組織的最佳利益。 

 

 

 

 

 

 

 

 

 

 

 

 

資料來源：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central management focus for intelligent-acting organizations.  

(p.29), by Wiig, K. M., 1994, Arlington, TX: Schema Press. 

 

2. Knapp 的知識管理架構 

    Knapp(1998) 認為成功的組織知識管理應包含六項要素，如下圖 2-6 所示。 

(1)內容(content)：確保知識內容是有價值且容易尋獲的。 

(2)科技(learning)：發展連結組織成員與促進團隊合作的科技工具，包含網路瀏   

    覽器(navigation)、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s)、儲存資料的技術(data storage 

technology)等。 

圖 2-5 Wiig 的知識管理四項關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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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culture)：重視組織的行為與態度，並維持信任與合作的組織文化。 

(4)個人責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每個組織成員都有參與創建共同知識的責 

    任，並得到獎勵。 

(5)測定(measurement)：測量知識管理的效果，包含提升對客戶的服務、加速分 

    享的速度、提高近用性(accessibility)以及分享(participation)與再使用(re-use)。 

(6)學習(learning)：在發展能力上，要培養成員學習態度與良好的價值觀。 

 

 

 

 

 

 

 

 

 

 

資料來源：Knowledge management. (p.3), by Knapp, E. M. (1998).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view, 

          44(4). 

 

 

3. Demarest 的知識管理架構  

    Demarest (1997) 提出的知識管理模式，強調組織中知識的建構應該包括社

會知識的建構。圖 2-7 的模型顯示建構(construction)後的知識，將具體化

(embodiment)於組織之中，而此一具體化的過程透過計畫來完成，其中也包括社

會交換的過程。在知識具體化之後，即是知識傳播(dissemination)的過程，此一

傳播的過程發生於組織內外的環境，最後知識的產出在組織使用(use)的效益上，

具有經濟上的使用價值。在圖 2-7 中實線代表了知識流動的基本過程，虛線代表

圖 2-6 Knapp 的知識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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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識流動的回饋。Demarest 所提出的模型，其精神不在於對知識管理下一個

明確的定義，而是在給予知識管理一個全觀的架構。 

 

 

 

 

 

 

 

 

 

 

 

 

資料來源：Understand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p.376), by Demerest, M. (1997). Long Range  

          Planning, 30(3). 

 

4. Gore, C.和 Gore, E. 的知識管理架構 

    Gore, C.和 Gore, E (1999) 在其《知識管理：今後的方向》(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way forward) 一文中曾提出組織管理過程當中知識管理的重要

性，並闡明知識管理的定義與內涵。作者認為，對於管理者而言，這些知識管理

的觀念必須操作化成為一個架構，才能強化並達成知識管理。 

    關於知識管理的架構 Gore, C. 和 Gore, E認為任何知識管理首重「願景塑

造」(formulate vision)，在其之下分為三個層面：(1)現存外顯知識的使用(use of 

current explicit knowledge)：組織可檢視其內部的資訊流通，以及資訊系統的整體

潛能；(2)取得新的外顯知識(capturing explicit knowledge)；(3)內隱知識的外顯化

(externalization of tacit knowledge)：將個人的內隱知識轉化為對組織的知識，並

圖 2-7 Demarest的知識管理架構 

建構 

具體化 傳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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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傳承。在「取得新的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的外顯化」之下，還要「確保

新的組織知識的使用」(ensure the new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s used)，如圖 2-8

所示。 

 

 

 

 

 

 

 

 

 

 

 

資料來源：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way forward. (p.557), by Gore, C. & E. Gore (1999).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0(4&5). 

 

三三三三、、、、知識管理的步驟知識管理的步驟知識管理的步驟知識管理的步驟 

    綜觀諸多研究文獻，可知因不同的探討角度與觀點，除了對於知識管理的理 

論與架構會有不同的論點之外，在知識管理的步驟與策略方面，也有著不同的認 

知，以下先臚列各家的看法，再進一步彙整歸納分析，以作為本研究架構發展之 

基礎。 

    Meyer 和  Zack (1996) 在「資訊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products) 一文中，曾提出資訊流程平台 (The 

information process platform)的概念，認為資訊產品的製造就像是一個精練的過

程，包含了五個階段，而「資訊」(information)作為「知識」(knowledge)的前身，

欲探討知識管理的步驟，亦可先參考此資訊流程平台(圖 2-9)。 

圖 2-8 Gore, C. 和 Gore, E. 的知識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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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取得(acquisition)：從各種內部或外部來源取得的資訊的來源必須具有高

品質，以便不危及接下來的程序，以及從組織所創造出來的最終資訊產品。 

    2. 改進(refinement)：將資訊放入資料庫前再進行改進，可增加其價值，不

僅可創造出有用的資訊，也可彈性的儲存資訊，以有效產生更多的產品。而所謂

的增加其價值的改進方法有：分析、解釋、整合、綜合、標準化等。 

    3. 儲存和檢索(storage and retrieval)：使用資料庫或知識管理軟體電腦化儲存

資訊，以連結上述的步驟以及之後產品的產生，讓所有人都能使用資料庫類的內

容。 

    4. 發佈(distribution)：此過程不僅包含傳播媒介的傳送，還有其時間點的選

擇與頻率，都是重要的。 

    5. 呈現(presentation)：使用資訊產品的情境對其價值有很大的影響，必須有

彈性地安排、選擇並整合內容。 

    以下為 Meyer 和 Zack 所提出的資訊流程平台，若從組織的角度，亦可將

其視為組織創造知識流程的平台。 

 

 

 

 

 

 

 

 

 

 

 

資料來源：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Products. (p.47). by Meyer, M. H. & M. H.  

Zack (1996).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pring 37(3). 

圖 2-9 Meyer 和 Zack 的資訊流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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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kman (1999) 則在其「知識管理的現況」(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一文中，將知識管理的流程細分為八個步驟： 

步驟一 確認(identify)：決定核心能力、資源政策以及知識的範圍。 

步驟二 獲取(capture)：將已存在的知識正式化。 

步驟三 選擇(select)：評估知識的適切性、價值和正確性，並解決相互衝突 

       的知識。 

步驟四 儲存(store)：將不同類型的知識儲存至組織的知識資料庫(knowledge  

        repository)中。 

步驟五  分享(share)：將組織知識依照興趣與工作性質自動地散播到員工手上。 

步驟六  應用(apply)：尋取和使用知識於政策制訂、解決問題或支持工作與訓練。 

步驟七  創造(create)：經由研究、實驗及創造性思考來尋求新的知識。 

步驟八  銷售(sell)：研發或銷售以新知識為基礎的品質與服務。 

 

    Wiig則認為知識管理的過程，主要有以下四個步驟(引自 Beckman, 1999)： 

步驟一  創造和來源(creation and sourcing)。 

步驟二  編輯和轉換(compi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步驟三  傳播(dissemination)。 

步驟四  應用和實現(application and realization)。 

 

    吳清山(2001)曾指出知識管理的基本要素應該包括人員、知識、文化和科

技，至於知識管理的主要程序，則可歸納為以下五個步驟，並如圖 2-10所示。 

    1. 收集和整合組織內部和外部現有知識：所謂知識管理並非將組織中舊有

的知識全部拋棄，另行建立新知識，仍要參考組織內部原有的知識，這些知識都

存在於日常的工作與行動之中，必須加以收集和整理，這是知識管理的第一步。

除了組織中的內部知識外，組織中的外部知識也很重要，包括服務對象的資料、

外在環境的變化、競爭對手的資料等，都應加以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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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轉化、創造和散播新知識：知識經過收集、整理和分析之後，接著應該

加以內化(internalizing)和轉化(transforming)，所謂「知識內化」，乃是築基於知識

取得、選擇和產生所改變組織知識資源的一種活動，可使組織知識愈來愈豐富。

而在知識轉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將個人內隱知識轉化為外顯知識，使知識能

夠形成一種書面的文字和文件，便於知識的保存、累積、利用和傳播，將有助於

成員的相互溝通和對於組織的瞭解。 

    3. 獎勵組織個人知識成長：在知識管理過程中，獎勵也是將相當重要的一

環，它是知識管理不斷發展的力量，因此對於個人知識成長有績效者，給予適度

的獎勵，更能激發個人進行知識管理，追求知識成長。基本上，知識管理係由組

織成員來運作，如果沒有人員的配合，它是難以發揮作用的。 

    4. 評量組織知識資產價值：知識資產(knowledge assets)是一種知識經過轉化

之後所累積的產物，當知識管理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個人和組織知識將會日漸增

加，將可增加組織的智慧資本，形成組織重要的資產。為了瞭解組織知識資產的

價值如何，就必須給予適當的評量，然而組織知識資產評量相當費時和複雜，其

包括層面甚廣，包括知識累積、創造、流通、和利用的質與量，以及知識對於組

織所產生的價值等都屬於知識資產的範疇，實在很難有效評量，但卻有其必要

性，一般可透過測驗、問卷調查或訪談等方式，來評量和瞭解組織資產價值性。 

    5. 評估組織知識管理效果：知識管理效果的評估，與評量組織知識資產價

值可說息息相關，只不過是知識管理效果係從整體實施結果來評估，而不是從其

結果來看，它可從知識管理的輸入(如人員、經費、科技)、過程(知識管理的計畫、

溝通、參與、執行)和輸出(知識的價值)的系統模式來建立指標，以作為評估的依

據。然後根據評估的結果，提出檢討與改進，俾做未來持續推動知識管理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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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p.7)。吳清山 (2001)。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32323232。 

 

    廖春文 (2002) 從知識管理的層面來分析知識管理的五個步驟如下。 

1. 知識的選取：可從生活、工作、學習過程中選取，亦可由過去的經驗、 

他人的知識中選取，而選取的類別，一般包括稀少性知識(scare knowledge)、有

關他人知識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others’ knowledge)、行為表現的知識(behavior 

knowledge)、及任務去向的知識(task-oriented knowledge)。 

2. 知識的儲存：如何將所選取的知識，透過現代資訊科技、網際網路等工 

具，加以分類、彙整、編碼、儲存及建檔，乃知識管理的重要程序，其攸關知識

是否能加速流傳與擴散之關鍵。 

3. 知識的分享：知識唯有透過交流才能不斷的發展，也只有不斷使用才能 

增值，只有交流和反覆使用才能持續地產生知識，交流越快、使用越廣、效果越

好。其中知識共享是關鍵，因其直接影響知識之創造和交流，更關係到知識之管

理和效果。 

4. 知識的應用：知識分享雖係知識管理的重要流程，惟僅作知識的分享， 

並無法提升組織知識與個人知識的質與量，必須將所有分享的知識應用於工作實

踐之中，始具意義和價值。知識的應用，非但可以改變個體之思想、觀念、態度、

行為、習慣及性格，增進社會適應能力，亦可以改善組織的作業流程，提高組織

的整體效能，促進組織的變革與發展。 

5. 知識的創新：組織知識創新是組織成員個體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闡釋轉 

化之互動，它不斷地重複內化、同化、外化、結合之知識螺旋心智歷程，並逐漸

由個人擴大至團隊、再擴大至組織，甚至是組織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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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知識管理的主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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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策略 

將企業界知識管理的精神轉移到教育領域中，以增進學校運作的效率與效 

能，是一條身處在全球化競爭中求取生存與發展的活路，也是身為教育領導者所

需要正視的課題。在本節探討知識管理的相關內涵過後，以下針對學校知識管理

的內涵以及策略進行分析。 

(一一一一)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學校知識管理的內涵    

謝傳崇(2002) 曾指出學校知識管理乃是以系統方法管理與應用學校中所有 

有形與無形的知識資產，包含學校的科技設備、教學人員的經驗與專業能力等，

並促使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藉由獲取、分享與應用知識，來達到學校的永續經營

不斷創新。 

    張順發(2003) 亦指出學校知識管理乃是學校組織運用資訊科技，並配合學

校領導與策略、學校組織文化、學校績效評量等特性和活動，對學校組織中的知

識進行取得、儲存、移轉、分享、創新的過程，以進行知識循環的管理，促進學

校組織知識的不斷創新與再生，提高學校組織的生產力，增加學校組織的資產，

並藉此提升學校組織因應外部環境的能力，及不斷自我改造的能力。 

江照男(2003) 則認為學校知識管理係指學校組織在領導與策略、組織文化 

、績效考評及資訊科技等促動因素的作用下，透過知識的取得、轉換、蓄積、轉

移與擴散、創新與運用等系統化的流程，管理與應用學校中所有有形與無形的知

識資產，包括學校的科技設備、學校組織成員的經驗與專業能力等，促使個體知

識團體化，將內隱知識外顯化；促使外部知識內部化，將組織知識產品化的過程，

藉以達到提升學校效能、永續發展的終極目標。 

(二二二二)學校知識管理的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策略學校知識管理的策略 

    吳政達(2001) 則認為落實學校知識管理的策略，應從知識循環管理、組織

制度管理、組織文化管理、團隊學習管理等激勵因子方面推行。 

    吳清山(2001) 也提出「推動知識管理，提升學校效能」的六點策略：(1)學

校高層全力支持，積極推動知識管理工作；(2)充實學校知識管理平台，以利學



 - 48 - 

校知識管理運作；(3)任命合適的知識管理長，統籌學校知識管理業務；(4)擴大

學校圖書館功能，提供師生豐富的資訊內涵；(5)塑造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建立

學校知識分享文化；(6)建置學校知識學習網站，保存累積傳播新的知識。 

    吳毓琳(2001) 認為學校知識管理的運作策略，應著重在管理學校專業知識

的流程，其認為學校行政體系是具有科層體制色彩的組織，學校行政的各類業務

均有專門人員、小組負責，在如此的行政運作之下，專門業務的處理經驗與知識，

都存在於專職負責的個人或小組當中，知識可能會因學校人員的輪調或退休而有

所疏失，因此有效的整理與管理知識便顯得重要。換言之，應注重學校專業知識

的產生與整理、學校專業知識的分享與交流、學校專業知識的運用與創新等工作

的落實。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學校知識管理不同於企業界知識管理的應用，必須配合

學校特殊的文化氛圍，同時運用新科技以型塑知識型學習組織，並整合組織的資

源系統，建立分享的文化；此外，在行政層面也要輔導教職員專業成長並充實知

識管理能力，而在教學層面更應建構發展教學理論實務與專業知能成長的網絡，

才能讓學校提昇效能並永續的經營發展。 

 

參參參參、、、、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 

    知識管理是一個新興的議題，更是管理學界的顯學，受到國內外各界相當程

度的重視，因此在近幾年有許多的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檢視其研究，無

不顯示知識管理在今日知識經濟時代裡的重要性。以下就近幾年內與教育有關之

知識管理研究文獻做摘要說明，如表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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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知識管理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論文題目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發現 

尤曉鈺 
(2001)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現況之調查研
究：以台北市和
嘉義縣市為例 

國民
小學
校長
主任
組長 

問卷
調查 

一、現階段台北市與嘉義縣市公立 
    國民小學知識管理之整體情形 
    尚可。 
二、資深教育人員和校長，知覺到 
    的學校現階段知識管理程度較 
    高。 
三、新設國民小學（創校歷史 10 年 
    以下）之知識管理程度較高。 
四、台北市、城市地區，以及學校 
    規模較大（49 班以上）的國民 
    小學知識中心建置之程度較高 

吳毓琳 
(2001) 

知識管理在國民
中學學校行政應
用之研究 

國民
中學
學校
行政
人員 

訪談 
問卷
調查 

一、知識管理適合應用於國民中學 
    學校行政。 
二、知識管理可以提升學校行政效 
    率。 
三、學校規模的特性影響學校行政 
    知識管理的推動。 
四、國民中學尚未建立學校行政知 
    識管理的評核與獎勵制度。 
五、國民中學學校行政尚未建立健 
    全的知識管理績效評量制度。 
六、國民中學學校行政組織成員普 
    遍未具備知識管理的基本素養 

廖勝能 
(2001) 

學校組織創新氣
氛與知識管理關
係之研究 

國民
小學
學校
行政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的學校 
    行政人員對於學校組織創新氣 
    氛和學校推動知識管理的知覺 
    均在中上的程度。 
二、知識管理而言，服務年資以及 
    現任職務是兩個重要的影響因 
    素，服務年資在「25年以上」 
    的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推動 
    知識管理的知覺顯著較高，現 
    任職務為學校「校長」，對學校 
    推動知識管理的知覺亦顯著較 
    高。 
三、就整體知識管理量表而言，學 
    校歷史在「10年以下」以及最 
    高學歷為「研究所」的學校行 
    政人員，對學校推動知識管理 
    的知覺越趨於正向。 
四、學校組織創新氣氛與知識管理 
    有顯著相關，兩者的關聯性大 
    致在中等以上的程度。 

鍾欣男 
(2001) 

 
 
 
 
 
 

知識管理在學校
本位國小教師專
業成長運用之研
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小教師對整體知識管理認知 
    與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成長情況 
    皆屬普通。 
二、男性教師、資深教師、研究所 
    畢業與師專畢業教師及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以及鄉鎮地區的 
    學校、創校年數對知識管理認 
    知情況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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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三、學校知識管理情形愈佳，則學 

    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愈佳 
四、知識管理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 
    專業成長預測作用中，以知識 
    擴散及知識創造最具有預測力 

金玉芝 
(2002) 

國民小學教師的
知識管理-個人
與組織面向之分
析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教師的 
    知識管理屬於中上之程度，且 
    相當多元化；其中，以知識應 
    用最為明顯，而知識儲存與知 
    識創新則有偏低傾向。 
二、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識管理會因 
    其個人服務年資及教育程度而  
    有差異；服務年資愈久、教育 
    程度愈高之教師，其知識管理 
    能力愈佳。 
三、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識管理會因 
    其服務學校的規模大小而有差  
    異，中型學校教師的知識管理 
    能力高於小型及中型學校教師
四、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識管理與學 
    習型組織之間具有正相關。 

俞國華 
(2003) 

國民小學教師知
識管理與專業成
長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部分，   
    「知識的創新」與「知識的分 
    享」層面屬於表現較佳的部分 
    ，「知識的獲得」與「知識的儲 
    存」則屬需要努力的層面。 
二、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受服務地 
    區、學校規模影響而有所差異 
    ：教師之知識管理現況以學校 
    規模「13-24 班」及服務地區 
    接近城市與鄉鎮的教師較佳。 
三、教師知識管理愈佳則教師專業 
    成長愈佳：教師知識管理各層 
    面及整體與教師專業成長各層 
    面及整體間皆達高度相關，教 
    師如具備愈佳之知識管理能力 
    則愈有可能具備較佳之專業成 
    長程度。 

張榮嘉 
(2002) 

 
 
 
 
 
 
 
 
 
 
 
 

 

知識管理在國民
小學學校行政應
用之研究 
 
 
 
 
 
 
 
 
 
 
 
 

國民
小學
學校
行政
人員 

 
 
 
 
 
 
 
 
 

 

訪談
問卷
調查 

 
 
 
 
 
 
 
 
 
 
 

 

一、知識管理適合應用於國民小學  
    學校行政。 
二、學校行政主管與基層人員的認 
    知間存在差異。 
四、國民小學推動知識管理時，行 
    政主管應加強對於知識管理的 
    基本概念的瞭解。 
五、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知識管理的 
    評核與激勵制度尚待加強。 
六、國民小學推動知識管理，知識 
    蓄積與處理最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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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王建智 
(2003) 

國民小學教師知
識管理與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 
    現況具有中上水準表現。 
二、教師知識管理不受教師背景變  
    項影響而有所差異。 
三、國小教師之教師知識管理愈佳  
    ，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 
四、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中，以知  
    識創新對整體教師教學效能最 
    具解釋力 

邱志鑫 
(2003) 

國民中學教師知
識管理認知與教
師效能相關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民中學教師在教師知識管理 
    認知、教師效能之表現屬於中 

偏高程度。 
二、國民中學教師在學校知識管理 

與教師知識管理認知會因教師 
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兼任不同職務以及在不同學校
所在地區、服務學校的創校年
數而有顯著差異。 

三、國民中學教師知識管理認知與
教師效能有中度正相關存在。 

四、教師知識管理認知對教師效能
的預測作用中，以知識取得變
項預測力最高。 

張淑芬 
(2003) 

 
 
 
 
 
 
 
 
 
 

 

臺北市國民小學
教師知識管理能
力與班級經營效
能之研究 
 
 
 
 
 
 
 
 
 

國民
小學
級任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目前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識管理 
    能力與班級經營效能現況屬優 
    異程度。 
二、在人口變項中，不同年齡、學 
    歷、服務年資在知識管理能力 
    上具有差異存在。其中以 30歲 
    以下、研究所、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教師表現較佳。 
三、在環境變項中，不同創校歷史 
    在知識管理能力與班級經營效 
    能上具有差異存在。但國民小 
    學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對於班級 
    經營效能的預測力偏低。 

黃秀君 
(2003) 

知識管理在國民
小學教師教學應
用之研究---以
臺北縣市為例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知識管理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整體應用情況良好，唯在「知 
    識儲存方面」應用情況較低。 
二、現職的主任，其知覺知識管理 
    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應用符合 
    的情形最高。 
三、不同學校規模大小，在「知識 
    取得」及「知識儲存」的應用 
    情況有差異。 
四、知識管理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的應用，以「增進教師專業成 
    長，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的功 
    能為最可發揮。 
五、知識管理在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應用上可採行的策略，以「建 
    立完善進修管道，提昇教師知 
    識管理知能」為最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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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黃盛榮 
(2003) 

高雄市國民小學
教師知識管理之
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的知識管 
    理現況皆在水準之上，在「知  
    識應用」層面的平均得分較高 
    ，「知識分享」層面的平均得分 
    較低。 
二、學歷愈高所知覺到的知識管理 
    程度愈高。 
三、擔任主任工作的教師對於知識 
    管理的認知程度高於級任導師 
四、經常使用電腦的教師對於知識 
    管理的認知程度高於不常使用 
    電腦者。 

楊金量 
(2003) 

國民小學教育人
員知識管理知覺
與運用之研究--
以台灣中部地區
為例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識管  
    理在理論的知覺與實際的運用  
    尚有落差。 
二、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識管 
    理的知覺程度以女性及服務於 
    城市學校的教師較高。 
三、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識管 
    理的運用程度以男性、研究所 
    畢（結）業（含四十學分班）、 
    主任、年資較長的教師較高。 
四、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識管 
    理的運用程度以學校規模小的 
    教師較高。 
五、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識管理知 
    覺對知識管理運用具有預測力 

葉佩真 
(2003) 

 
 
 
 
 
 
 
 
 

 

高級中學知識管
理績效之研究 
 
 
 
 
 
 
 
 
 
 

高中
校長
學校
行政
人員
教師
學校
職員 

 
 
 

 

問卷
調查 

 
 
 
 
 
 
 
 
 

 

一、高級中學知識管理績效可自四 
    階段十六項工作來衡量。 
二、高級中學成員對學校知識管理 
    績效的期望頗高。 
三、高級中學成員對學校知識管理  
    績效的實際知覺情形仍顯不足
四、高級中學推動知識管理績效尚 
    有改進空間。 
五、高級中學知識管理績效各向度 
    知覺有高度正相關。 
 

李瑪莉 
(2004)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與教師專業成
長關係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情況尚待加  
    強。 
二、學校知識管理情形愈佳，則教 
    師專業成長情形也愈佳。 
三、男女教師在知識管理及教師專 
    業成長上的知覺上無差異存在
四、年齡較長、專科畢業、服務年 
    資較長之教師，其所知覺的知  
    識管理情況較佳。 
五、創校年數長的學校比創校年數 
    短的學校，其知識管理的情況 
    較佳。 
六、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 
    項及知識管理對教師專業成長 
    的預測作用上，以知識管理最 
    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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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卓鴻賓 
(2004) 

台灣中部地區公
立國民小學學校
組織文化與知識
管理相關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不同年齡、職務、服務年資之 
    中部地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 
    知識管理之看法有顯著差異情 
    形。 
二、中部地區公立國民小學學校組 
    織文化與知識管理之間具有正 
    相關。 
三、在中部地區公立國民小學學校  
    組織文化層面中以創新層面對 
    知識管理最具有預測力。 

張勉懿 
(2004) 

 
 
 
 
 
 

 

台北縣市國小教
師資訊素養與知
識管理關係之研
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台北縣市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為  
    中上程度。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台北縣市國小  
    教師，其知識管理具有顯著差 
    異。 
三、台北縣市國小教師的資訊素養 
    與知識管理具有正相關。 
四、台北縣市國小教師資訊素養對 
    教師知識管理具有顯著影響。 

詹達權 
(2004) 

國民小學校長推
動知識管理現況
之研究-以中部
五縣市為例 

國民
小學
教長 

問卷
調查 

一、國小校長在知識管理的推動現 
況上，執行程度已普遍提升。 

二、經費限制是國小校長推動知識 
管理時遇到最大的問題。 

三、國小校長之不同背景推動知識  
管理的策略應用，僅在不同年 
齡組達顯著差異。 

三、國小校長之不同學校情境推動 
知識管理策略應用，13-48班學 
校規模的國小校長，知覺顯著 
高於 12班以下的國小校長。 

四、國小校長推動知識管理策略應 
用時，普遍認為「採開放的態 
度接納諫言，增進學校效能的 
願景」，有助於推動知識管理。 

楊頌平 
(2004) 

國民小學教師個
人知識管理與其
專業表現關係之
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文獻
分析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師個人知識管理與 
    專業表現之實踐程度現況屬於 
    中等以上程度。 
二、男性、研究所畢業、擔任行政 
    職務教師、任教地區在城市與 
    偏遠地區的教師對整體教師個 
    人知識管理的實踐程度較高。 
三、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其個人知識  
    管理與專業表現具有正相關。 
四、教師個人背景之服務年資與現 
    任職務，與教師個人知識管理 
    層面，對其整體專業表現最具 
    有預測力。 

 
 
 
 
 
 
 



 - 54 - 

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林俊杰 
(2005) 

桃、竹、苗四縣
市國民中學校長
教學領導與教師
知識管理相關之
研究 

國民
中學
校長
教師
兼任
行政
人員
導師
專任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桃、竹、苗四縣市國民中學校 
    長與教師普遍均能高度知覺到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普遍均能 
    高度知覺到教師知識管理。 
二、不同性別、學校規模之教師兼  
    任行政人員所知覺到的校長教   
    學領導有差異；不同年齡、學 
    校規模、學校所在地之導師所  
    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有差異 
    ；不同性別、年齡之專任教師 
    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有差 
    異。 
三、不同性別之專任教師所知覺到 
    之教師知識管理有差異。 
四、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知識管理 
    具有頗高之典型相關存在。 
    教師知識管理具有高度相關。 
五、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知識管理 
    具有顯著預測力。 

高維隆 
(2005) 

高職教師知識管
理與資訊素養技
能之研究--以彰
化縣為例 

公私
立之
高職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彰化縣高職教師除年齡層較高 
    及專科學校之教師其資訊素養 
    技能有待加強外，知識管理與 
    資訊素養技能之現況皆為中上    
    程度之表現。 
二、高職教師知識管理在公私立學 
    校有顯著差異；資訊素養技能 
    有年齡層較低者、服務年資較 
    少者及學歷較高者表現較佳之 
    顯著差異。 
三、高職教師知識管理與資訊素養 
    技能存在顯著之正相關。 
四、資訊素養技能中「資訊評估技 
    能」為預測教師知識管理之重 
    要變項。 

許清福 
(2005) 

 
 
 
 
 
 
 
 
 
 
 
 
 
 
 
 
 

 

國民小學行政人
員知識管理、組
織氣氛與行政效
能關係之研究－
以台中縣為例 
 
 
 
 
 
 
 
 
 
 
 
 
 
 
 

國民
小學
行政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行政人員對於知識管 
    理、組織氣氛與行政效能的看 
    法均屬於良好程度。 
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學校地 
    區及學校成立歷史之國民小學 
    行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的看法上 
    並無顯著差異。但年齡較長， 
    職務為校長，服務年資較長， 
    學校班級數較少之國民小學行 
    政人員在知識管理的看法有顯 
    著差異。 
三、國民小學行政人員知識管理與 
    組織氣氛、行政效能均具有顯 
    著相關。 
四、「知識管理」對「行政效能」，「組 
    織氣氛」對「行政效能」，「知 
    識管理」與「組織氣氛」均具 
    有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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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許瓊潔 
(2005) 

國民中學教師知
識管理與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文獻
分析 
問卷
調查 

一、國中教師知識管理現況具有中 
    等水準表現 
二、男性、兼行政工作之教師、資 
    淺、研究所或一般大學畢業之 
    教師在部分知識管理現況表現 
    上較理想。 
三、女性、資深、學歷高之教師在 
    部分教學效能的現況表現上較 
    為理想。 
四、國中教師之高知識管理組，在 
    教學效能表現上優於低知識管 
    理組。 
五、國中教師之教師知識管理愈佳 
    ，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 
六、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中，以知 
    識的應用對整體教師教學效能 
    最具解釋力。 

陳亮君 
(2005) 

台北市國民小學
教師知識管理能
力與創新教學之
研究 

國民
小學
校師 

問卷
調查 

一、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和創新教學之現況均屬良 
    好程度。 
二、台北市國民小學「41 ~ 50歲」 
    教師之整體知識管理能力顯著 
    優於「30歲以下」教師。 
三、台北市國民小學「研究所」畢 
    業教師之整體知識管理能力顯 
    著優於「師專畢業」教師。 
四、台北市國民小學服務「21年以 
    上」年資教師之整體知識管理 
    能力顯著優於服務「5年以下」  
    年資教師。 
五、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兼主任」 
    之整體知識管理能力顯著優於 
   「教師兼組長」和「級任教師」。 
六、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與創新教學具有顯著的正 
    相關。 
七、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對創新教學具有高度預測 
    力。 

劉漢癸 
(2005) 

桃園縣國民中學
教師知識管理與
專業成長之研究 

教師
主任
組長
導師
專任
教師 

問卷
調查 
訪談 

一、國民中學教師知識管理與專業 
    成長現況傾向「佳」的程度。 
二、國民中學教師知識管理有助於 
    專業成長的提升。 
三、男性、主任之教師其所知覺知 
    識管理的情況較佳。 
四、知識創新對教師專業成長最具 
    有預測力。 
五、網路已成為國民中學教師取得 
    知識的最主要來源。 
六、國民中學教師的知識分享有待 
    加強。 
七、國民中學的資訊相關設備應繼 
    續充實。 
九、偏遠地區之小型（12班以下） 
    國民中學的教師教學知能有待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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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續續續續) 
吳修瑋 
(2006) 

台北縣國小教師
知識管理與教學
效能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與教學效能現況具有中上水準 
    表現。 
二、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整體受教育背景及現任職務影 
    響而有所差異。 
三、台北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越佳 
    則教學效能越佳 

林靜怡 
(2006) 

 
 
 
 
 
 
 
 
 
 

 

臺北縣市國民小
學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與創意教學
效能關係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訪談 

 
 
 
 
 
 
 
 
 

 

一、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 
    理能力屬中等表現。 
二、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不同年 
    齡、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 
    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與參 
    與社群情形在知識管理能力表 
    現達顯著差異。 
三、臺北縣市國民小學不同知識管 
    理能力之教師在整體創意教學 
    效能及其各層面具有顯著差異 
    ，並具中高度相關，以及高度 
    預測力。 

曾元信 
(2006)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與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知識管理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整體現況均佳，但仍有提昇空 
    間。 
二、知識管理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各層面現況，除評鑑與修正階 
    段層面為中等外，其餘均佳。 
三、不同性別、服務年資、最高學 
    歷、年齡、職務及學校規模之 
    教師在知識管理上及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上均無差異。 
四、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與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上因縣市不同而有 
    所差異。 
五、國民小學知識管理與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具正相關。 
六、提高知識創造的能力也能提高 
    課程規劃的能力。 

張盈霏 
(2006) 

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領導、知識管
理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 
    管理與學校效能量表模型均具  
    有良好內在品質。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 
    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 
    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模 
    型，經實徵檢定是符合台灣國  
    情需要的最佳理論模型。 
四、理論模型一符合理論建構與樣 
    本對象適配性，是適用於新型 
    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領 
    導模型；而理論模型二具有理 
    論穩健性與實務適用性，是適 
    用於舊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 
    長科技領導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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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歸納近年來有關教育領域方面知識管理的文獻研究，可以發現知識管

理的相關議題正蓬勃的發展，已不僅限於企業管理界，教育界亦正引入此新研究

主題，由 2001年後的相關論文數快速增加中可獲悉。 

    綜觀國內教育領域中有關「知識管理」的研究論文，可以發現在研究主題上

有以下幾種分類，其中以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為最多達 16篇，其次

為與教師專業成長之應用達 8篇，至於其他與知識管理相關的研究論文數量可參

閱表 2-6： 

 

表表表表 2-6 知識管理相關研究主題論文數量知識管理相關研究主題論文數量知識管理相關研究主題論文數量知識管理相關研究主題論文數量 

研究主題 論文數量 

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16篇 

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成長應用之相關研究 8篇 

學校知識管理之現況調查研究 6篇 

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表現、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6篇 

知識管理在學校行政上效能與應用之相關研究 4篇 

知識管理與學校組織文化氣氛上之相關研究 4篇 

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創新應用之相關研究 3篇 

知識管理與教師資訊素養之相關研究 2篇 

知識管理與教師個人、組織之相關研究 1篇 

知識管理與班級經營之相關研究 1篇 

學校知識管理之績效研究 1篇 

學校知識管理之空間規劃研究 1篇 

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 1篇 

知識管理與學校本位課程之研究 1篇 

知識管理之行動研究 1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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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研究主題上以研究學校效能為大宗外，在研究方法上從前面表 2-5的

整理資料中，可以發現幾乎都以問卷調查輔以文獻分析為主，偏重量化的研究。 

就教育界的知識管理研究領域而言，仍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學校是一個傳

授知識的組織，其內部實施有效率、有系統的知識管理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做好

知識管理更可提升學校的效能(丁伯強，2004；林朝枝，2005；林麗婷，2005；

吳修瑋，2006；吳國基，2004；施東陽，2004；陳承賢，2004；許瓊潔，2005；

張盈霏，2006；謝志森，2004)。 

    綜合本節關於知識管理的相關文獻研究探討，本研究將構成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變項的層面分為以下四個層面，以利後續之研究： 

(一)知識的獲取與累積：學校組織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當中，吸收資訊後轉化為

知識，並根據學校組織自身的經驗、價值觀以及內部規範等，加以組合和利用。

學校組織可藉由許多方式獲取所需要的知識，包括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由組織

內部自行創造或是從其他外部組織的經驗中取得外來知識，然後不斷的進行累

積。 

(二)知識的儲存與整合：學校組織知識的儲存是學校知識管理的重要活動，目的

在使學校組織的知識得以蓄積為「組織的記憶」，留存於組織與其成員之間，以

方便其他成員、單位擷取與參考之用。至於如何透過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力

量，將學校知識加以分類、彙整、儲存與建檔，則是攸關知識能否快速擴散分享

的關鍵。 

(三)知識的轉移與分享：學校組織應集合、傳播、擴散、移轉、交流個別成員的

知識，並匯集成為共有的知識系統。知識轉移的過程並非靜態的，必須經由不斷

的學習方能達成，在獲取並儲存相關知識的同時，學校組織必須建立溝通機制，

使知識有效率的轉移，而後將知識進行初步的應用。其中知識的分享是關鍵，關

係到知識的創造與知識管理的效果。 

(四)知識的創新與應用：創造與革新是組織能否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因此

學校組織知識的創新與應用，是在面臨變革的發展過程中，面對競爭挑戰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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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當無法取得外來知識而既有知識亦難以因應環境要求時，學校組織就必須設

法克服當前知識的困境，自力創造新知識。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與與與與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追求卓越、確保有效的教學與學習，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目標，更是學校辦

學的重點，而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即是在協助教育工作者經營有效能的學校，

同時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 

回顧學校效能的研究起源，最早可追溯自 1960年代中期至 1970年代初期，

當時 1965年提出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1965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以及 1966年 Coleman等人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之後，激起美國對學校效能的重視，亦使其他國家的許

多學者紛紛投入學校效能領域的探討(吳清山，2001)。 

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潮流的興起，人民對於教育的品質更加要求與有所期

盼，而學校效能的研究正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基礎。本節擬就學校效能的意涵、學

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學校效能的評量模式以及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等方面進行探

討。 

 

壹壹壹壹、、、、學校效能的意涵學校效能的意涵學校效能的意涵學校效能的意涵 

    學校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其所訂定的目標抽象、籠統且難以具體量化測

量，所以很難給予學校效能一個明確的定義(吳清山，2004)。除了因學校效能本

身在構念上難以定義之外，亦由於研究者常採用不同的定義，是以在探討學校效

能的意涵時，首先有必要先釐清易混淆之「效能」與「效率」兩名詞的概念，再

行針對學校效能進行定義，以助於建立本研究有關學校效能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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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效能與效率的區別效能與效率的區別效能與效率的區別效能與效率的區別 

    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率(efficiency)是兩個在組織中時常被運用的概念，其

意義不但看似相近且易被混用，然而事實上則存在有若干差異，若能將二者加以

釐清，將能對組織的運作與管理有所助益。以下引述國內外針對「效能」與「效

率」的定義與詮釋，藉以釐清效能的主要意涵。 

 

    陳明璋(1985)認為「效能」的意義需視組織效能之研究途徑而定。(一)目標

研究途徑(goal approach)：效能的高低視其完成目標之程度；(二)系統研究途徑

(system approach)：效能的高低乃在特定情境下，組織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三)

參與者滿足研究途徑(participant-satisfaction approach)：效能乃組織能否滿足各種

成員之需求；(四)制宜結構研究途徑(contingency-structural approach)：效能的高

低以組織與外界環境、生產技術、任務性質及員工需求之配合程度來衡量。而「效

率」係指投入(input)與產出(output)兩者間的比率，以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

出，是最有效率的組織。 

 

    吳清山(2004)則認為效能和效率在組織理論學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效能」

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效率」則強調資源的有效利用，於是有效率的組織並不

一定是指有效能的組織，有效能的組織也不完全是有效率的組織。一般而言，組

織追求目標的達成比資源的運用更為重要。 

 

    除了上述對於效能與效率的解釋之外，表 2-7臚列其他針對效能與效率的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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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7 效能效能效能效能、、、、效率定義表效率定義表效率定義表效率定義表 

研究者(年代) 效能(effectiveness) 效率(efficiency) 

吳明清(2004) 重點在於能否達成組織預

期的目標。 

重點在於活動所需要的時間、

金錢、人才等資源的運用是否

最經濟有效，但最後結果不一

定符合組織目標。 

吳清基(1999) 強調組織資源運用所成就

目標的程度，重視實際產出

與期望產出的差距，是組織

目標導向的。 

強調將組織內人力、物力、財

力、時間做最佳的分配，重視

組織資源運用的投入與產出的

比率，是個人目標導向的。 

林海清(2002) 係基於兼顧組織及成員間

的均衡，重視內外環境及互

動的過程，以達到組織目標

的程度；同時是指成果和目

標的關係，強調的是目標的

達成。 

係指以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

產出，重視得是資源的有效運

用。 

張潤書(2004) 係達成目標的程度，指資源

運用以後所產生的結果，凡

是完全達成目標者即為效

能。 

係運用資源的程度與能力，凡

是能夠將人力、物力、財力及

時間做最妥善分配者即為最高

效率。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國外針對「效能」定義者有：Barnard認為「效能」是組織目標的達成；Etzioni

認為「效能」係指組織達成目標的程度；Hitt、Middlemist和 Mathis認為「效能」

是組織在一段時間內有效達成其目標；Steer則認為「效能」是組織運作的一個

過程，使各種障礙降到最低，就可提升組織效能；Monday、Sharplin、Holmes

和 Flippo則認為「效能」是過程產生所要達到的結果之程度(引自吳清山，2004)。 

    針對「效率」定義者有：Silver認為「效率」主要在強調組織運作的成本效

能(cost-effectiveness)；Hitt、Middlemist和 Mathis認為「效率」是指在短時間內

組織善用其資源；Monday、Sharplin、Holmes和 Flippo則認為「效率」是輸入

的質與量及輸出的質與量之比例關係。就企業的組織來說，效率所強調的是每一

單位的最低成本，但就教育組織而言，效率所強調的是學生學習結果與每一學生

經費的相關情形(引自吳清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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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述的探討中可以發現，組織效能與效率在組織管理上是不太相同的概

念，其各有著不同的內涵與重點，國內張慶勳(1996) 曾依據文獻整理效能與效

率的比較表(如表 2-8所示)，有助於此兩者概念的釐清。 

 

表表表表 2-8 效能與效率比較表效能與效率比較表效能與效率比較表效能與效率比較表 

效能(effectiveness) 效率(efficiency) 

1.強調組織目標的達成 

2.強調資源運用的結果 

3.考慮輸入-運作過程-產出的循環 

4.強調做對的事 

5.強調領導策略的運用 

6.兼顧組織內外在環境的要求與標準 

7.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8.對有限資源作最佳的利用 

9.追求利潤 

10.講求績效 

1.強調組織成員個人需求的滿足 

2.注重資源輸入與產出結果間的比值 

3.考慮輸入-產出的關係 

4.強調把事情做對 

5.強調管理技術的層面 

6.較偏向組織內部的狀況 

7.偏向解決問題的「經濟層面」 

8.保護資源 

9.降低成本 

10.負責盡職 

資料來源：張慶勳(1996)。 

 

    綜上所述，效能與效率皆為組織所應具備的條件，其中前者著重組織目標的

達成，能實踐組織存有的價值；後者重視個人需求的滿足，考慮到輸入與產出的

比值，比較兩者，效能之重要性更甚於效率，因為效能才是組織存在的意義所在。

故效率應為效能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兩者間雖有其不同之意涵，卻有著

相輔相成的效果。 

 

二二二二、、、、學校效能的意義學校效能的意義學校效能的意義學校效能的意義 

    學校本身是一個複雜的鬆散組織，具有專業化與科層化的交互特質，在追求

組織目標的同時，仍兼具個體自主的空間。相對於企業界，學校在目標的訂定上，

顯得抽象、廣泛而難以具體化和量化，因此導致對於學校效能的涵義莫衷一是。 

    過往在討論有關學校效能時，人們經常使用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學生

成就(student achievement)、能力測驗(competency test)、輟學率(dropout rates)、教

師工作滿意度(teacher job satisfaction)、教職員士氣(faculty morale)等名詞(H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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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kel, 2001)，導致大眾對學校效能的定義難有共識，本研究為探討學校效能，

以下表 2-9列舉國內外對於學校效能意義的看法與觀點，以利於更完整的闡釋學

校效能的意義。 

 
表表表表 2-9 國內外學者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國內外學者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國內外學者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國內外學者學校效能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年代) 學校效能的定義 

張慶勳 (1996) 「學校效能」是學校領導者運用領導的策略，從學校外部

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心態、動

態、生態的層面，經過學校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

與教職員工等個人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的發展。 

張奕華 (1997) 

 

 

 

認為「學校效能」包括了行政運作效能、教師效能、以及

學生效能，而欲達成以上效能，需透過有計畫的方法與步

驟之施行。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的過程，達

成高品質的行政、教師、學生效能。 

謝金青 (1997) 認為「學校效能」是對學校教育實施表現的客觀測量結果，

以明瞭學校教育的實施情況，達成程度或標準，以及與預

期教育或學校目標的符合程度。同時也考察教育過程中投

入、計畫歷程是否健全、合理、周密。這些考察內涵兼涉

了輸入、歷程與產出三類指標。輸入指標旨在評估學校教

育初期階段的資源、準備與投入；歷程指標旨在評估瞭解

學校教育的執行與運作過程；產出指標旨在評估學校教育

的獲得成果。 

吳清山 (2004) 認為學校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包

括學生的學業成就、校長的領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

和策略、學校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

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 

Stoll 和 Fink 

(1992) 

認為學校效能應包含教學領導、釐清目標、分享價值和信

念、學生投入並具有責任感、學校物質環境、激勵積極的

學生行為、父母和社區的投入與支援、重視教學與課程、

重視教師的發展、時常監督學生的進步等。 

Hoy 和 Miskel 

(2001) 

認為學校效能具有下列四項特性：(1)適應力：即為學校教

師及行政人員對於改革之彈性與容忍力。(2)生產力：奠基

於學生之標準化成就測驗成績。(3)凝聚力：依據學校各部

門間之合作程度。(4)學校成員之承諾與認同：成員對學校

之認同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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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歸納以上針對學校效能的定義後，研究者亦試圖針對學校效能作一定義

說明：「學校效能」係為學校領導者有計劃的透過系統性的策略，統整學校的資

源、組織以及運作，是針對學校在行政運作、教師教學、學生成就、物質環境、

人員發展等各方面表現的測量結果。 

 

貳貳貳貳、、、、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  

    學校效能之研究早期受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影響，強調輸入與產出的分析，而

陳玫君(2001)綜合學者王保進以及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將學校效能研究的發展分

為以下五個時期。 

一一一一、、、、學校效能之輸入與產出分析學校效能之輸入與產出分析學校效能之輸入與產出分析學校效能之輸入與產出分析 

    Coleman等人提出的《教育機會均等報告書》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受到社會學「輸入─輸出」分析的影響，企圖找出影響學生學業成

就高低的特徵變項，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學校特徵變項只能影響學生學業成就變

異量 10%左右。人力經濟學者利用教育生產方程式(educational production function)

分析資源投入與教育產出間之關係，研究結果也是令人失望。此一期間的學校效

能研究對依變項的測量過於偏狹，以及學校間異質的問題等，使研究結果令人悲

觀，而學者也認為學校效能應更進一步深入分析。 

 

二二二二、、、、學校效能之過程與輸出分析學校效能之過程與輸出分析學校效能之過程與輸出分析學校效能之過程與輸出分析 

    由於早期研究只考慮「輸入」的因素，忽略了「過程」因素，所以此一時期

對於學校效能之探討轉向分析學校效能過程變項對學生成就之影響。Scheerens、

Bookover、Moretimore、Lewis、Ecob、以及 Reynold等研究均指出學校會造成學

生成就差異。此一時期確認影響學校效能的重要學校特徵因素包括：校長有目的

的領導、主管代理人之負責、教師投入、教師間一致性、有結構之教學計畫、高

層次教學品質、高工作導向之環境、專精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師生間充分溝通、

持續記錄學生表現、家長投入、正向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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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微觀層面的教學效能之分析微觀層面的教學效能之分析微觀層面的教學效能之分析微觀層面的教學效能之分析 

    應用「過程─輸入」所建立的學校效能指標，因為學生間仍有相當的個別差

異存在，而許多指標是在教學過程中獲得，因此學校效能的研究開始進入「微觀」

時期，以教師之課堂教學效能做為判斷學生成就差異的指標。此時期以「五因子

效能指標(5-factor effectiveness indicators)」最為著名，影響學生成就的五個教學

變項分別為：強勢的教學領導、對學生成就的高度期望、強調基本技能的獲得、

安全與有秩序的學習環境、持續督視學生進步。然而五因子模式所涵蓋的層面過

於狹隘，僅以教師的教學效能並無法區別學生學習的差異。 

 

四四四四、、、、學校效能整體模式之建立學校效能整體模式之建立學校效能整體模式之建立學校效能整體模式之建立 

    學校效能的研究從早期的構念發展與因果界定，經過幾個時期的發展，學者

綜合各種不同途徑的研究結果，學校效能的研究已經逐漸朝向整合的觀點，從課

程與教學、組織結構、學生成就與行為，或是從背景、輸入、過程及產出模式

(contexts, input, process, output, CIPP)進行研究。Scheerens (1992)的 CIPP模式以

背景、輸入、過程、產出建構學校效能之統整性多層次模式，如圖 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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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ffective schooling :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p.14). by J. Scheerens (1992). London : 

Cassell. 

 

五五五五、、、、學校效能指標之建構學校效能指標之建構學校效能指標之建構學校效能指標之建構 

    學校效能經過幾個時期的發展，已經發展出幾個頗為完整的理論，然而卻偏

向於目標的達成。由於 1980 年代起對於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呼聲風起雲

湧，以及處於「資源有限，需求無限」的環境中，學校效能開始融入「效率」的

圖 2-11 Scheerens的學校效能統整性多層次模式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從較高行政階層的成就刺激 

●教育消費主義的發展 

●學校規模、全校學生的組成、學校類型、市區/郊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教師經驗 

●學生成本 

●家長支持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學校層級 

●成就導向政策的程度 

●教育領導 

●教師的合作計畫 

●學校課程內容的公平性 

●守秩序的氛圍 

●評鑑的可能性 

教室層級 

●花在作業上的時間 

●結構化的教學 

●學習的機會 

●對學生進步的高期望 

●評鑑和監控學生進步的 

  程度 

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學生成就： 

●先前的成就 

●理解力 

●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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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並且探討學校效能指標。以統整性多層次模式為基礎，融入指標建構的學

校效能模式，如 Windham以教育系統觀所建構的 IPPO學校效能模式，以及國民

小學學校效能評鑑指標與權重體系(謝金青，1997)。 

    從上述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從一開始的只重視「輸

入與輸出」的分析，修正後加入「過程」因素的考量，再發展出以教學效能作為

判斷，最後終於發展出學校效能整體模式的概念，將學校效能的研究推至較完善

的層次。 

 

參參參參、、、、學校效能的理論學校效能的理論學校效能的理論學校效能的理論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學校效能是一個多元層次的構念(construct)，因此要瞭解學校組織是否具有

效能，不能從單一層面來切入，必須有一個評量模式來作為引導。由於對於學校

效能內涵定義的紛歧，因而也提出不同的學校效能評量模式，以作為學校組織判

斷效能的基礎。以下綜合各家說法，將評量學校效能之模式分為目標中心模式、

系統資源模式、參與滿意模式、統整模式(丁伯強，2004；石遠誠，2003；江照

男，2003；林朝枝，2005；張順發，2003；黃金木，2003)。 

 

一一一一、、、、目標中心目標中心目標中心目標中心模式模式模式模式(goal model) 

    目標中心模式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達成目標的程度，它假定組織中有理性的

決策者，而成員心中有共同追求且具體可行的目標，所有成員皆能透過瞭解而加

入目標的追求行列；其次組織目標的數量要少到能夠施行，且能夠加以界定，以

便使組織成員能夠方便了解。 

    一般而言，組織的目標可分為三種：(一)官方目標(official goal)：陳述組織

的正式任務及目的，本質上具抽象性、期望性和無時間性的特徵。其目的在獲得

大眾的支持和認可，而不是用來引導行政人員和教師的行為。(二)作業目標

(operative goal)：反映出組織真正的意向，代表組織中所做的實際工作和活動。(三)

操作目標(operational goal)：具有被認可的標準和評鑑程序，明確地敘述目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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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的程度。 

    目標中心模式所評量的效能指標隨組織目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通常以組

織的產能為主，例如學生基本能力上的成就、高層次學習和思考能力的表現、機

械操作的技巧、行為態度的表現、安全和諧的環境、家庭學校間的關係等。 

    目標中心模式的缺點是雖然重視行政人員的目標，但卻忽略了教師、學生、

社區和學校資助者的目標；忽視潛在的非正式目標和程序以及環境對組織目標的

影響等。 

 

二二二二、、、、系統資源系統資源系統資源系統資源模式模式模式模式(system resource model) 

    系統資源模式認為學校組織是一個完整的行動體，獨立自主，但和環境之間

有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關係，此外更是一種開放系統，它與其所處環境會經由資

訊及資源的交流而相互依存。學校組織是否具有效能取決於學校能否在所處環境

中獲得有力的位置，並利用此一有力的地位獲得有價值的資源。 

    系統資源模式的基本假設認為，組織是一個利用其環境的開放系統，並且組

織在達到任何程度的規模之前，其所面臨的需求很複雜，因此不可能用少數幾個

項目來界定有意義的組織目標。 

    系統資源模式對於組織的健康生存(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survival)極為重

視，於是為了使組織能夠生存，必須注意足夠的資源流動、開放而流暢的溝通、

高昂的士氣、參與式的問題解決，而評估組織效能的最後標準是內部一致性，因

為有效能的組織會審慎的將資源分配給各種廣泛競爭和控制的機構。因此，士

氣、共識、革新、適應力等均是評估組織效能的重要性指標。 

    系統資源模式雖然是開放系統，且強調學校組織的動態過程，但也受到學者

的評判，例如：(一)過度強調組織的投入，對學校的產出結果可能形成不良的影

響。當學校過於重視資源的獲得，可能忽略其所要達成的目標；(二)視效能為效

率，窄化了效能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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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參與滿意參與滿意參與滿意參與滿意模式模式模式模式(participative model) 

    參與滿意模式是以組織成員的利益與滿足來衡量學校組織的效能，所以組織

必須有益於成員的福利，教育工作人員能夠獲得滿足感，學校所追求的目標才有

意義。因此，學校成員的滿意程度，乃成為評量組織效能的重要層面。 

    學校組織成員心理需求的滿意程度，之所以成為效能的重要指標，乃是因為

參與滿意模式主張靜態組織結構的改革，並無法使學校組織發揮其最大的效能，

必須同時針對人的問題加以考量，因為組織是人的集合體，人是做決策的主體，

組織的目標只有在幫助成員滿足其需求，並從組織互動中得到尊敬與歸屬感時才

有意義。 

    參與滿意模式認為組織成員或參與者滿意高則組織效能高，反之則低。而參

與者可分為以下三種層次：(一)個人層次：組織效能的判斷端看是否能夠提供個

人足夠的獎賞；(二)成員層次：組織達成目標，成員獲得成長與滿足，因此是以

成員和組織間達成融合一體來衡量效能；(三)以滿足各種成員的相對程度來評

估。 

    由於參與者的層次不同，其需求亦有所差異，而該模式的主要限制和受到的

評判有：(一)參與者的利益和滿意需求常相互衝突，因此難以測量究竟由何者來

決定學校政策與效能的指標；(二)由於參與滿意模式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所

以究竟應重質或重量、採取最大利益或最小傷害的原則、絕對或相對的標準等問

題，均引起相當的爭議；(三)參與者常主觀地判斷組織是否有效能，如此難有客

觀一致的規準判別效能。 

 

四四四四、、、、統統統統合模式合模式合模式合模式(integrated model) 

    上述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參與滿意模式企圖發展學校效能的評量

規準，其各有所長且彼此間並非截然對立而無法相互調合。Hoy和 Miskel (2001)

便據此提出綜合的評量模式，認為組織為一開放的系統，但亦具有目標導向的特

性，因此目標並非靜態，而是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再者，由於組織需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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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所以組織的目標必須考慮其各種參與者的需求，有效能的組織能同時達

成組織與個人的需求。 

    承上所述，統合模式採取的效能規準需兼顧多重的過程與結果，因此在運用

時要注意以下各層面(Hoy & Miskel, 2001)： 

 

(一)時間(time)：評估效能的標準會產生差異的一個因素是時間，因為隨著

時間的改變，組織內外環境及各項條件勢必有所變動。以學校為例，短期效能的

代表性指標有學生成就表現、士氣、工作滿足感和忠誠；中期效能的規準包含有

學校的適應和發展、教育人員的工作進展和畢業學生的成就表現；最終的長期效

能指標額為組織的生存。 

 

(二)多樣化的組成人員(multiple constituencies)：是指對於組織的活動及成果

感到興趣的一群組織內外的個體。學校是一個以教育民眾學習為主的公機關，因

此除了學校內部教職員工和學生外，學校外部的家長、社區人士、官員等亦相當

多，這些多樣化的組成人員便是學校目標的評估與訂定的「關係人」。在這些不

同的族群中如何求取平衡，是學校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因此學校對於重要目標

的訂定與規劃，應針對多樣化的組成人員加以確認。 

 

(三)多樣化的規準(multiple criteria)：學校效能是一個複雜的構念，使用單一

的規準或指標將會對效能的評估有所偏頗，所以 Hoy 和 Miskel 從學校效能的循

環開放系統中的投入(指人力、經費)、轉換(指內部歷程與結構)、產出(指表現成

果)三階段來探究不同的指標，如圖 2-12所示。 

 

1. 投入指標(input criteria)：指學校有效能表現的初始能力及潛力。其效能指標包

括經費資源、設備的方便性、學生的準備度、教師能力、科技資源、家長支持、

政策與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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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轉換指標(structure and process criteria)：指組織從投入到產出階段，其內在歷

程及構造運作的質量與和諧情形。其效能指標包含和諧與願景、健康的氣氛、動

機層次、學校及班級組織、課程品質、教學品質、學習時間、領導品質等。 

3. 產出指標(performance criteria)：指組織的成效。其效能指標包含成就、學生學

習情形、工作滿意情形、缺席率、中輟率、表現品質等。 

 

 

 

 

 

 

 

 

 

 

 

 

資料來源：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p.297). by Hoy, W. K. 和 C. G.  

Miskel (2001). Boston, Mass: McGraw-Hill. 

 

    從上述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參與滿意模式、以及統合模式的研究

取向分析中，可以發現針對學校效能每個模式皆因其所著重的層面之不同，而有

不同的觀點。目標中心模式以學校具體目標來測量學校效能；系統資源模式認為

資源的取得和資訊的交流是學校的充要條件，因此把溝通、協調、士氣、共識、

革新、適應力當作是衡量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參與滿意模式主要在強調組織成

員的滿足感；統合模式則兼採上述三種模式，認為學校效能是多層面的構念，可

以看出學校效能研究取向的理論，有趨向整合的潮流。 

圖 2-12 Hoy和 Miskel 的組織效能統整模式 

投入投入投入投入    轉換轉換轉換轉換    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有效能指標 

財政資源 

物質設備 

學生準備就緒的

程度 

教師的能力 

科技資源 

家長支持 

政策與規準 

有效能指標 

和諧與願景 

文化氛圍的健康 

積極程度 

學校和教室組織 

課程品質 

教學品質 

學習時間 

領導品質 

有效能指標 

 

成就 

學生學習 

工作滿意度 

缺席率 

輟學率 

表現品質 

 



 - 72 - 

肆肆肆肆、、、、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學校效能的研究始於 1960年代中期的美國，至今已四十多年，其國內外研

究著作相當豐富，國內關於學校效能相關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約起於 1980年代

中期)，但因近年來受到國人之重視，投入研究者眾多，研究著作在質與量方面

亦不斷在提升，以下列舉部分之研究文獻，以利於瞭解學校效能之過去研究成果

與未來之發展趨勢。 

    有鑑於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繁多，以下僅列舉與本研究變項相關(科技領

導、知識管理)之碩博士研究論文，如下表 2-10所示。 

表表表表 2-10 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論文題目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發現 

鄭曜忠 

(2001) 

高級中學行政主

管知識管理態

度、學校組織文

化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高級

中學

行政

主管 

問卷

調查 

一、行政主管知識管理態度與學校 

    效能具有顯著之正相關。 

二、行政主管知識管理態度中，以 

    知識創新層面對學校效能最具 

    預測力。 

石遠誠 

(2003)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與學校效能之

研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大都能有知 

    識管理認知與對學校效能情況 

    有正面評價。 

二、學校知識管理情形愈佳，則學 

    校效能愈佳。 

三、知識管理的變項中以知識創新 

    及知識應用，對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的學校效能最具有預測力 

江照男 

(2003)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與學校效能之

相關研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雖然國小教職員工在學校效能 

    認知上普遍良好，但仍有向上 

    提昇之空間。 

二、年資資深、較高學歷及大規模 

    學校之教職員工，在整體學校 

  效能認知上有較佳之表現。 

三、知識管理各向度與學校效能各 

    向度具有顯著正相關。 

四、知識管理對學校效能各向度均 

    具有良好之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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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0 (續續續續) 

陳淑華 
(2003) 

桃園縣國民小學
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訪談
問卷
調查 

一、知識管理對學校效能存有正相 
    關，而且有相當的預測力。 

張順發 
(2003) 

國民小學學校知
識管理的運作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國民
小學
學校
行政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學校知 
    識管理運作及學校效能整體上 
    屬於中上程度。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學校行政人員 
    ，於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上 
    具有差異性。 
三、學校知識管理運作得分高、中、 
    低三組行政人員，於學校效能 
    整體及各層面上具有差異性。 
四、學校知識管理運作整體及各層 
    面，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 
    之間具有正相關，顯示學校知 
    識管理運作績效愈高時，學校 
    效能的整體及各層面效能也愈 
    高。 

黃金木 
(2003) 

國民小學知識管
理與學校效能相
關之研究─以雲
林縣、嘉義縣市

為例 

國民
小學
主任
組長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務、 
    學校規模、創校歷史會造成學 
    校效能知覺的差異。 
二、教育投入、知識管理與學校效 
    能有中高度正相關。 
三、教育投入、知識管理對學校效 
    能具有良好的解釋力。 

黃明哲 
(2003) 

國民小學校長知
識管理知能與學
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 

國民
小學
校長 

問卷
調查 

一、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對個 
    人知識管理知能與所辦學校之 
    學校效能評價普遍持有正面態 
    度。 
二、台北縣公立國小國民小學校長 
    因知識管理知能的高低而在所 
    辦學校之效能評價上有顯著差 
    異存在。 

丁伯強 
(2004) 

學校知識管理運
用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以桃
園縣國民小學為

例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效 
    能現況的知覺程度亦屬中上水 
    準。 
二、學校運用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的提升有高度相關性。 
三、男性、兼任行政、資深的教育 
    人員在運用知識管理與學校效 
    能間的表現較佳；而學校部份 
    背景的不同在知識管理部分沒 
    有差異，在學校效能部分以中 
    型（13-24班）學校有較佳的表 
    現。 

吳國基 
(2004) 

國民小學學校知
識管理的運作與
學校效能感相關

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學校知 
    識管理的運作及學校效能感整 
    體上屬於中上程度。 
二、知識管理的運作愈好的學校， 
    其教師知覺也愈佳。 
三、知識管理整體運作得分愈高者 
    ，愈能有效提升學校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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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0 (續續續續) 

施東陽 
(2004) 

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
─以中部地區國

小為例 

國民
小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中部地區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以 
    「校長領導」層面的知覺最高 
    ，而「學生表現」層面的知覺 
    較不理想。 
二、學校知識管理的情形愈佳，則 
    學校效能愈佳。 
三、男女教師在知識管理與學校效 
    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四、年齡較大、年資較長、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其所知覺的學 
    校效能情況較佳。 
五、學校規模大小對學校效能有不 
    同的認知層面；創校年數中等 
    的學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情況 
    較佳。 
六、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 
    項及知識管理對學校效能的預 
    測作用上，以知識管理最具有 
    預測力。 

陳承賢 
(2004) 

台北縣國民小學
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關聯性之研

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國小教職員工在學校效能認知 
    上普遍良好，但仍有向上提昇 
    之空間。 
二、年資較長、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其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情況 
    較佳。 
三、學校規模小、偏遠地區之學校 
    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情況較佳情 
    況較佳。 
四、知識管理各向度與學校效能各 
    向度具有顯著正相關。 

謝志森 
(2004) 

國民小學行政主
管知識管理態度
與學校效能之研
究—以雲嘉地區

為例 

國民
小學
行政
主管 

問卷
調查 

一、國民小學行政主管知識管理態 
    度及學校效能，就現況而言， 
    整體上屬於中上程度。 
二、國民小學行政主管其知識管理 
    態度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正相 
    關。 

林朝枝 
(2005) 

 

台北縣國民小學
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之研究 
 

國民
小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台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整體 
    表現「良好」。不同學校環境變  
    項下其學校效能的差異情形如 
    下： 
（一）男性、學歷高、資深、校長
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高於女性、部分
學歷低、資淺、組長、教師及職員。 
（二）不同學校規模、創校歷史、
學校所在地區，其整體學校效能之
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二、台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與學 
    校效能間具有中高度正相關， 
    知識管理愈積極，學校效能表 
    現愈佳。 
三、台北縣國民小學知識管理對學 
    校效能具有中高度解釋力，並 
    有良好之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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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0 (續續續續) 

林麗婷 
(2005) 

國民中學教育人
員知識管理知覺
與學校效能知覺
關係之研究─以
高雄縣市為例 

國民
中學
教育
人員 

問卷
調查 

一、高雄縣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目 
    前於知識管理知覺與學校效能 
    知覺原始得分之整體平均數屬 
    中上程度。 
二、不同背景之國民中學教育人員 
    在學校效能知覺上會因年齡、 
    教育程度、服務年資、擔任職 
    務與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所差 
    異。但不會因性別或學校地區 
    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對知識管理 
    知覺愈高，則對學校效能知覺 
    愈佳。 

陳易昌 
(2006) 

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組織學
習與學校效能之
研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現況 
     均屬良好程度。 
二、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會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規 
    模、學校歷史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情形；至於在性別、年 
    齡、學歷上，則無差異。 
三、台北市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 
    教師性別、年齡、年資、職務、 
    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情形。 
四、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具有顯 
    著典型相關。 
五、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組織學習對整體學校效能具 
    有高度預測力。 
六、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 
    、組織學習對學校效能各層面 
    具有高度預測力。 

張盈霏 
(2006) 

國民中學校長科
技領導、知識管
理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 
    管理與學校效能量表模型均具  
    有良好內在品質。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 
    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 
    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模 
    型，經實徵檢定是符合台灣國  
    情需要的最佳理論模型。 
四、理論模型一符合理論建構與樣 
    本對象適配性，是適用於新型 
    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領 
    導模型；而理論模型二具有理 
    論穩健性與實務適用性，是適 
    用於舊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 
    長科技領導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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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上述研究中構成學校效能之層面，發現可歸納統計為以下六層

面，其研究中包含「校長行政管理領導」者有 14 篇；包含「教師教學效能」者

有 13 篇；包含「學生學習表現」者有 12 篇；包含「社區家長參與」者有 12 篇，

而包含「校園環境設備」者只有 6 篇；包含「教師工作滿意度」者亦只有 4 篇，

如下表 2-11所示。 

 

表表表表 2-11    構成學校效能之層面構成學校效能之層面構成學校效能之層面構成學校效能之層面    

 校長行政

管理領導 

教師教學

效能 

學生學習

表現 

社區家長

參與 

校園環境

設備 

教師工作

滿意度 

鄭曜忠 

(2001) 
★   ★ ★ ★ 

石遠誠 

(2003) 
★ ★ ★ ★   

江照男 

(2003) 
★ ★ ★ ★   

陳淑華 

(2003) 
★ ★ ★   ★ 

張順發 

(2003) 
★ ★  ★ ★  

黃金木 

(2003) 
★ ★ ★ ★  ★ 

黃明哲 

(2003) 
★ ★ ★ ★ ★  

丁伯強 

(2004) 
★ ★ ★  ★  

施東陽 

(2004) 
★ ★ ★ ★   

陳承賢 

(2004) 
★ ★ ★ ★   

謝志森 

(2004) 
★ ★ ★ ★ ★  

林朝枝 

(2005) 
★ ★ ★ ★   

陳易昌 

(2006) 
★ ★ ★ ★   

張盈霏 

(2006) 
★ ★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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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綜合上述學校效能層面的分類，將構成學校效能的層面，取用最被廣

泛認為構成學校效能的四項層面，茲分述如下： 

(一)行政管理領導：學校行政管理領導是一種行為，即學校行政主管人員能指引

學校的目標方向並妥善訂定計畫，其同時顯現在組織氣氛、溝通協調、行政支援

以及學習環境的營造上。 

(二)教師教學效能：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能依據學生的需求，研發合宜的課程與

教材，善用媒體設備並活用教學技巧，採取適當的評量方法與多元化的作業，呈

現出教師的專業素養。 

(三)學生學習表現：學生在學校安排學習課程上的參與，包括：讀寫算等基本知

能、體育活動以及各項才藝表現等，能展現多元的智慧，並適性發展，在行為表

現上能守秩序。 

(四)社區家長參與：學校與社區密切結合互動，維繫良好互動關係，表現在家長

的認同、支持、參與和滿意感，並給予人力、物力、與經費上的支持。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管理與學校效能管理與學校效能管理與學校效能之之之之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壹壹壹壹、、、、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    

                關於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相關的論述，但由前述的

文獻探討可知，校長的科技領導將有助於學校的變革與再造，而校長的領導是影

響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Hallinger & Heck, 1996)。Leithwood (1994)即認為校長的

領導有助於學校的重建，並可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影響學校成員心理。其它仍

有許多研究指出，校長對於學校的改進扮演重要關鍵的角色，校長領導對於學校

效能的影響，可說是一種普遍的認知(林金福，2003；蔡進雄，2000；Hallinger & 

Heck, 1996; Leithwood, 1994)。 

    陳易昌(2006) 在其《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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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的學校相關人員，包括級任導師、

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教師等為問卷對象，進行研究發現：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可透過典型因素有效而正向的影響教學效能，顯示校長科技領導愈佳則

學校效能愈高。 

    張盈霏(2006) 在其《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以台灣國民中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

效能三者間的關係，其研究顯示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

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 

    嚴振農(2006) 在其《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知覺關係之硏究》

中，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與南投縣境內之國民小學教師

為問卷對象，進行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知覺有極顯著正

相關。 

    林宜賢(2005) 在其《南投縣高中職學校教育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之研

究》中，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南投縣高中職學校之校長、主任、組長、教師為對

象，進行研究發現：資訊素養高的學校教育行政人員，其學校效能認知分數較高，

且資訊素養高的學校，其學校效能亦較好。 

    趙麗君(2004) 在其《苗栗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之相關

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針對苗栗縣國民小學之行政人員為對象，進行研究發

現：苗栗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資訊素養及各層面，與學校效能呈現顯著正相關。 

    洪秀熒(2004) 在其《高雄縣國民小學行政人員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針對高雄縣國民小學之行政人員，包括教師兼任主任、

組長為對象，進行研究發現：資訊素養較高的國小行政人員，其所感受到的學校

效能較佳。另外資訊素養對「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高度的預測作用。 

    綜上所述可知，校長的科技領導有助於提升學校整體的效能，且學校行政人

員的科技素養愈高，則學校效能亦愈高，顯示資訊素養的知能有助於提升學校效

能的表現。校長在學校內進行科技領導，可激勵教育人員開始或持續學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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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並將科技整合至課程與教學實務上，進而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

效，以達成教育目標。因此，校長若能妥善發揮科技領導的功效，將對於學校效

能有相當正面的助益。 

 

貳貳貳貳、、、、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成為新經濟運作模式的核心，需要

透過取得、改進、儲存和檢索、發佈等步驟，來累積、應用與轉化，而為了促進

知識經濟有效的運作，知識管理即是關鍵的影響因素。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競爭的

來臨，學校組織面臨了重大的衝擊與競爭，此時學校組織的辦學若是沒有績效或

是特色，將遭遇被淘汰的末路，於是當今學校組織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提升學校

經營的效能與型塑學校的優質形象，才能在未來的生存競爭中確保優勢。 

 

一一一一、、、、知識管理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知識管理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 

    一般學校效能的構念包含有行政領導、教學效能、社區資源、環境設備等(吳

清山，2004)，學校組織中的校長和教師，若是能夠運用知識管理的方法，從事

資訊以及人力資源的管理，將能有助於增進學校的效能。Stevenson (2000) 即指

出知識管理對於標竿學習的進步、持續品質改進和績效評量的助益。學校效能的

增進是永無止境的，尤其是行政效能和教學效能的提升，更需要借助資訊科技和

知識管理的協助，而為了追求行政和教學的卓越化，學校組織中的教職人員需要

不斷的學習新的知識，並有系統的進行管理。學校組織作為知識傳播與創造的場

所，學校組織本身即具有推動知識管理的雄厚條件(吳清山，2001)，是增進學校

效能的可行途徑，此外將更能發揮無形知識的價值，培養具時代競爭力的學生。 

    關於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相關實證研究，由上一節中的表 2-10 學校效能

之相關研究可知，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學校知識管理確實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就行政效能層面而言，處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當下，行政人員不能再以一成不變的

舊思維處理新事物，而是需要運用現代的資訊與網路科技，來獲得轉化後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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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透過新知識來使行政有效的運作，以提升全體的行政效率。然而，教師的教

學亦如是，尤其在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後，以統整學習領域的合科教學

取代分科教學，以學校本位發展課程提供學校及教師更多彈性教學的自主空間，

配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設計教材，使教學活動減少對教科書的依賴等，這些都需要

教師本身具有課程設計、統整與發展的能力，教師若能熟悉知識管理的作法，有

效地運用網際網路，從各種網站收集有關課程與教學的相關資訊和知識，不僅可

使自己的教學內容更為豐富，亦可強化教學效果，幫助學校有效的學習。是故，

從整個科技與時代的發展趨勢來看，知識管理的確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二二二二、、、、學校效能有助於知識管理的持續推動學校效能有助於知識管理的持續推動學校效能有助於知識管理的持續推動學校效能有助於知識管理的持續推動 

    一所有效能的學校，校長的領導與學校組織文化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有

效能學校校長的特徵範圍，舉凡人格特質、信念、知識、能力、行為等方面都包

括在內。一位有效能學校的校長，一定相當重視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管理的重要

性，率先讓自己成為知識管理的實踐者，對於學校知識管理的推動是一大助力，

而學校知識管理的推動有了學校領導者的支持，便增加了學校知識管理推動的持

續性；其次，有效能的學校，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也是形成持續推動學校知識

管理的重要力量。 

    吳清山(2001)更提出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圖(圖 2-13)，顯示知識管理

與學校效能間關係的強化，必須透過行政領導、學校文化與基礎建設等介面的結

合，才能建立彼此緊密的關係。在教育界越來越重視學校競爭力和創造力的時

代，更加突顯了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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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吳清山，2001，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32，頁 10。 

 

    綜合上所述，知識管理是提升學校效能的關鍵力量，尤其當學校正處在知識

經濟與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背景之下，更需要運用知識管理的策略，來增強學校

的競爭力。正如王如哲(2000)所言，學校本身必須不斷自我快速調適，才能克服

知識經濟所帶來的挑戰。透過有效的知識管理，將能夠幫助學校組織的運作快速

革新，並促成學校教職員生不斷的學習與專業成長。 

 

參參參參、、、、校長科技校長科技校長科技校長科技領導領導領導領導、、、、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與學校效能與學校效能與學校效能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校長的科技領導作為促進學校效能的新趨勢，目前國內已有六筆以科技領導

為題的論文研究與為數十筆左右之期刊文章發表，顯示其相關研究正逐漸受到各

界的重視，但除了張盈霏(2006) 以國民中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科技領

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關係一文外，目前國內關於探討校長科技領導與知識

管理關係之研究尚付闕如。 

    張盈霏(2006) 的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模型分析，檢視科技領導與知識管

理對學校效能之影響、模型適配度及其運用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國民中學校長

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顯示國民中學校

長科技領導與學校知識管理，不僅對學校效能具有直接的影響，更將透過知識管

理或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效能產生間接影響。換言之，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

學校知識管理及學校效能三者相互關聯，亦即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知

知識管理 

資訊科技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知識處理(蒐集、

整理、歸類、轉化、

創造、累積、利用) 

介面管理 

 

行政領導 

學校文化 

基礎設備 

學校效能 

行政效能 

教師效能 

學生效能 

師生滿意 

家長滿意 

學校適應 

圖 2-13 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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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管理與學校效能具有直接影響效果，並能透過知識管理對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

產生間接影響；而學校知識管理對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具有直接影響效果，且藉

由科技領導的應用對學校效能產生間接影響。由此可知，學校效能的表現，並非

單純受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的影響，同時亦受學校知識管理的影響，而國民中

學校長的科技領導亦會受學校知識管理所影響。 

    以下利用圖 2-14 呈現本研究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假設關

係圖，以作為後續之研究架構基礎。 

 

 

 

 

                                          

 

 

 

    綜合上述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三者間關係的討論，可以發現

學校知識管理策略的使用，對校長科技領導行為與學校效能有重大的影響，學校

具有優質的知識管理條件時，將促使校長善用科技領導策略，提升學校效能。而

以上論述也將作為本研究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依

據。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之相關研究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之相關研究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之相關研究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之相關研究    

    根據相關文獻的整理分析，本研究建構出上述圖 2-14 的校長科技領導、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研究架構基礎圖，透過教師的人口變項與學校的環境變項，

分析在不同人口與環境變項下，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

差異情況，以下針對本研究之教師人口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的選定，進行探討。 

校長科技領導 

學校知識管理 學校效能 

圖 2-14 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假設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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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人人人人口口口口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一、性別：分為男、女。邱志鑫(2003)、林俊杰(2005)的研究曾顯示不同性

別之國民中學教師在知識管理的認知與知覺上有顯著差異；另外，施東陽

(2004)、林朝枝(2005)的研究亦呈現男女教師在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

顯著差異；教師性別在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覺上尚未有研究顯示出有顯著差異，

而本研究將性別選入教師背景變項中。 

    二、年齡：分為 30 歲以下、31~40歲、41~50歲、51 歲以上等四類。本研

究係依據黃金木(2003)、卓鴻賓(2004)、陳亮君(2005)針對年齡的分類，其中卓鴻

賓(2004)、陳亮君(2005)的研究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的年齡對知識管理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另外黃金木(2003)的研究則顯示教師年齡的不同會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有

顯著差異；教師年齡在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覺上尚未有研究顯示出有顯著差異，

而本研究將年齡選入教師人口變項中。 

    三、學歷：分為師專畢業、大學(含修畢教育學分)、碩士以上(含四十學分班)

等三類。本研究係依據金玉芝(2002)、林麗婷(2005)、陳亮君(2005)針對學歷的分

類，其中金玉芝(2002) 、陳亮君(2005) 的研究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的學歷對知識

管理的能力有顯著差異；另外林麗婷(2005) 的研究則顯示教師學歷的不同會對

學校效能的知覺有顯著差異；教師學歷在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知覺上尚未有研究顯

示出有顯著差異，而本研究將學歷選入教師人口變項中。 

    四、年資：分為 5年以下、6年~15年、16年~25年、26年以上等四類。本

研究係依據金玉芝(2002)、黃金木(2003)針對年資的分類，其研究顯示國民小學

教師的知識管理會因服務年資而有顯著差異，其中黃金木(2003)的研究顯示國民

小學教師的服務年資會對學校效能知覺有顯著差異；陳易昌(2006)的研究也顯示

台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會因教師年資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將

年資納入教師人口變項之中。 

    五、職務：分為教師兼行政、資訊組長、級任導師、科任教師等四類。本研

究之分類基礎為秦夢群、張奕華(2006)、黃金木(2003)、陳亮君(2005)、陳易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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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職務的分類，其研究顯示教師會因職務的不同會對校長科技領導的看法、知

識管理的能力知覺或學校效能的知覺有顯著差異；職務之分類為教師兼主任、教

師兼組長、級任導師、科任教師等四類，但本研究為突顯「資訊組長」在學校內

之角色，故將「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兩類合併為「教師兼行政」，且新

增「資訊組長」之欄位。 

 

貳貳貳貳、、、、環境變項環境變項環境變項環境變項 

    一、規模：分為 12 班以下、13~24班、25~48班、49~60班、61 班以上等

五類。秦夢群、張奕華(2006)、陳易昌(2006)、黃金木(2003)、謝志森(2004)的研

究皆顯示，學校規模(班級數)對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能力或是學校效能知覺

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學校規模納入環境變項之中。但因上述研究所採分

類不一，在經研究者衡量判斷之後，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分為上述五類。 

    二、校史：分為 10年以下、11~20年、21~30年、31~40年、41年以上等五

類。邱志鑫(2003)、張淑芬(2003)、黃金木(2003)的研究皆顯示，創校歷史(創校

年數)對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學校校史納入環境變

項之中。但因上述研究所採分類不一，在經研究者衡量判斷之後，折衷分為上述

五類。 

    三、地區：分為都會地區、鄉村地區、偏遠地區等三類。本研究為了解國民

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是否有城鄉差距，且現況為何，因此加

入「學校所在地區之屬性」選項，欲探討學校所處地區是否在校長科技領導、知

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