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教師知識管理相關探討；第二節、教師教學效

能相關探討；第三節、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之關係。 

第一節 教師知識管理相關探討 

本節針對教師知識管理進行探討，內容分為三部分：壹、知識管理的意涵；

貳、教師知識管理的意涵；參、教師知識管理的方法與策略。 

壹、知識管理的意涵 

知識管理是繼全面品質管理、標竿學習、組織再造之後，在企業界盛行的

一股風潮。在資訊科技快速發達之際，個人與組織必須有效的管理知識，以維

持競爭優勢保持絕對的領先，否則將遭到淘汰的命運。從發展演變的歷史來看，

知識管理可說是資訊管理的延伸，但知識管理不等同於純粹以科技為主的資訊

管理。事實上，知識管理是運用知識槓桿的原理，將組織中成員零星分散、複

雜難辨的知識作系統性的分類，建立所需的資源與能力，並透過轉化、分享、

應用與創新，以便能應用這些知識解決問題、掌握先機。因此，知識管理是以

知識為起點，組織學習為核心，並有效建立管理架構納入體制（孫志麟，2003）。

茲就「知識的意義」、「知識管理之意義」、「知識管理的模式架構」作說明。 

一、知識的意義 

知識的定義自古以來眾說紛紜，因為它屬於直覺與經驗，存在於不同形式

中，很難明確加以定義與具體形容。知識主要是來自於個人、群體或組織，也

是協助組織進行決策與執行活動的主要能力（Davenport、DeLong & Beer ,1998）。

我們可將「知識」視為將資料為特定意義而進行轉換的連續歷程，其間包括了

個人經驗、歸納、解釋、比較或關聯等活動。進入知識經濟的時代，知識成為

組織的重要資產，因此近年來對於存在於組織內的知識的相關問題受到大家的

重視，以下提出幾位學者對於知識的論述，以供參考： 

Holtshouse（1998）以「流量」（flow）的概念來定義知識：即知識可以在

知識的提供者與需求者之間相互交流，對知識提供者而言，是一種選擇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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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對知識需求者為「拉」的過程，當兩者平衡時，則產生最適切的流量。 

Davenport 與 Prusak（1998）從組織觀點認為：知識是一種流動性質的綜合

體，其中包含結構化的經驗、價值、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此外，也包括了

專家獨特的見解，為新經驗所作的評估、整合資訊等。 

劉常勇（2000）在區分資訊、技術及知識時提出，資訊是知識的輸入端，

技術是知識的產出端，但資訊與技術的定義較清楚，而知識則是需要經由客觀

分析與主觀認知形成，而且知識與人相關，相對比較難系統化與明確的萃取。

知識不同於資訊，資訊要經過學習過程與價值認知才能成為知識。 

王如哲（2000）定義知識：包括結構性資料、專利、方案和程序以及較為

無形的知識和人員能力，它可以包括組織運作、溝通、分析情境、新的問題對

策，以及發展經營企業之新模式。它亦可能涉及文化、習俗、價值和技能，以

及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關係。 

綜合歸納學者的看法，本文定義知識為：「知識是經由人的心智活動所產

生，是組織與個人重要的資產，在組織中包含組織運作、溝通、分析情境、問

題對策等，在個人則包含認知能力及實際的技能。」 

然而，知識管理涵蓋的範圍不僅涉及知識，其所探討更包括資料、資訊、

知識及智慧各層面，若結合並善用之，必可取得綜合性的效果（劉京偉譯，

2000）。茲將資料、資訊、知識與智慧的意涵臚述如下： 

(一)、資料：Davenport（1999）認為：資料可說是一種數據，數據是對事情審

慎、客觀的紀錄。其本身並不具意義，亦缺乏脈絡性，但由於它具有簡單、明

確、客觀的特質，因此易於結構化、取得並將之傳遞給他人知悉與使用（吳清

山、黃旭鈞，2000）。實質上資料是一種未經過處理過的文字或數字，發生在

組織內部活動與外在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是表示記錄、儲存、保留事實的數據，

必須被分類、聚集、分析和解釋。 

(二)、資訊：Nijhof（1999）認為：「資訊」是賦予意義的「資料」。 它是以

分類、計算、更正與精簡等系統化的方法處理，並予以意義化的資料，具有脈

絡與目的，是對使用者有意義的事實。因此，資訊是將所蒐集來的資料經過經

驗與構思，再加以整理而成，藉以傳達某種訊息。資訊通常被儲存在文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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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語音郵件及多媒體系統中，是資料的結晶品。若要提高資訊的價值，

則須透過資訊管理的方式使其易於使用。 

(三)、知識：Davenport（1998）認為：「知識來自人們的思想」，只有人才能

創造知識，任何組織都無法不經由個人而自行創造知識。知識比資料或資訊更

深、更廣、更豐富（胡瑋珊譯，1999）。因此，知識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

以及經過資訊處理後的結果。其過程包括重新整理、量化、質化、分群、學習

以及散佈等。在組織中，知識不僅存在文件與儲存系統中，也蘊涵在日常例行

工作、過程、執行與規範中。例如計畫報告、調查結果報告等。 

(四)、智慧：Spiegler（2000）認為：「智慧是知道什麼時候以及知道預測的狀況

（knowing when and if）」。知識轉化為智慧的過程，例如發現、推論、評價、經

驗等，以便對變化多端的環境採取應變措施。因此，所謂智慧是指一種直觀性

的知識，智慧是以知識為根基，運用個人的專業能力、應用能力、實踐能力來

創造附加價值。 

由於學者們對於知識的不同定義，而形成了各種不同的知識分類。本文以

「知識的形式」來區分將知識分為「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概略說明如

下。 

所謂「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係指可以透過形式化、系統語言、

電腦程式、圖形等加以傳遞的知識，亦即可化諸為文字、語言、符號、圖像等

形式化的知識，此類型的知識具有客觀的、具體可見的、易被模仿等特性，通

常以書面方式呈現。就教育現場而言，教案設計、教學演示、教學檔案均屬之。

其次，「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係指難以形式化的個人知識，具主觀的、

直覺的、抽象的等特性，常以特別的形式表達，如個體間面對面的溝通分享。

內隱知識包含個人的認知及技術兩要項，此種知識是需要被詳述說明，否則無

法被檢驗、改善與分享。以教育現場而言，個人之教學經驗、教學技巧、教學

態度等均屬於隱性知識（陳榮宗，2003）。 

二、知識管理的意義 

「知識」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但需要管理才能發揮更大的效益，提升

組織的競爭優勢。組織須對其核心知識進行管理，使知識內化於組織成員的日

常工作之中，落實組織學習，強化組織運作（金玉芝，2002）。知識管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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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來發現問題，需要能力來解決問題，其焦點強調的是做正確的事。過去的

經驗，組織因忽視知識管理的重要性，造成人才、知識資本流失，甚至形成組

織巨大的損害，因此知識管理逐漸受到各組織的重視。由於學者們對於知識的

定義不同，因而對於知識管理也有不同的詮釋，茲將各學者對於知識管理之定

義分述如下： 

Bertels（1996）認為知識管理是指一個組織管理知識的能耐，其內涵包括

知識分析、知識規劃及知識科技三方面。 

Beckman（1997）知識管理是能使組織中的經驗、知識及專門技術創造出新

的能力、達到更高的績效，以及鼓勵創新並能增加顧客本身的價值。 

Allee（1997）認為知識管理是把組織的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轉化為

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以利知識分享、更新及補充的過程。 

Laurie（1997）認為知識管理是經由一連串創造知識、獲取知識以及使用

知識的過程，藉以提昇組織的績效。 

Ouintas＆Lefrere 等（1997）提出知識管理是透過合宜管理流程以發掘、開

發、利用、傳遞和吸收組織內外知識來滿足當前及未來的需求。 

Wiig（1997）認為知識管理是將組織中的核心知識作謹慎而有系統的建立，

使得企業中的知識資產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 

O＇Leary（1998）定義知識管理是知識源（knowledge source）的管理，目

的在擷取知識與知識的再使用，典型的模式是利用資訊科技，將知識按一定的

規則歸類，其最高指導原則為知識可擷取及可再使用性。 

O ＇ Dell ＆ Grayson （ 1998 ） 指 出 ： 所 謂 的 「 知 識 管 理 （ knowledge 

management）」，係指「適時地將正確的知識給予所需的成員，以幫助成員採取

正確行動，來增進組織績效的持續性過程。此過程包括知識的創造、確認、收

集、分類儲存、分享與存取、使用與改進等步驟」。所以，知識管理是提供正確

知識，幫助組織成員採取正確行動來增進組織績效的過程。 

Liebowitz（1999）知識管理是將組織的無形資源創造出價值的過程。它是一

綜合的概念，範圍涵蓋了人工智慧、軟體工程、企業的流程再造、組織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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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科技的領域。而主要的功能乃在於創造、保護、合併及更正和傳播組織

中內部與外部的知識。 

Gates（1999）定義知識管理為收集、彙整組織的資訊傳送給需要者，並持

續透過分析，萃取出有用的資訊。知識管理核心就是管理資訊流動，使需要者

能獲得正確資訊，進而快速採取行動，其目的在於提高組織智慧或企業智商。 

Nijhof（1999）知識管理是促使人們的內隱知識外顯化的過程，以在組織中

有效地運用知識的效能。就此而言，知識管理即是整個知識鏈的過程，涉及從

知識的察覺到確認所需技能，乃至發展新技能、傳播新技能以及新技能的應用

與老舊技能的淘汰等。而知識管理本質上對於整個組織各部分，如人力資源發

展與管理、知識的組織與應用以及使用知識的機會與障礙排除等均有其正面影

響。 

Saravary（1999）知識管理是組織成員經由創造與使用共有知識的程序，包

括知識的獲得、組織學習以及知識擴散。 

Snowden（1999）知識管理為智慧資產的確認、最佳化與積極的管理，這種

智慧資產包括人工成品所具有的顯性知識，或是個人、社群所擁有的隱性知識。 

王如哲（2000）認為：知識管理關注「人力資本」層面，亦即個別人員擁

有的知識力量，對象是「人員知道如何(know-how)」的能力。而目標在於提升

組織的生產力與創新能力。 

劉淑娟（2000）認為：知識管理是指藉由管理的機制，尋找組織內、外部

所有內隱與外顯知識，並配合組織文化、領導與資訊科技等促進因素彼此互動，

以期有效運作知識取得、分享、應用與創新等知識管理流程，進而改善組織文

化。 

劉常勇（2000）認為：知識管理是有關知識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

取得、學習、流通、整合、保護及創新活動等，並將知識視同資產進行管理，

凡是能有效增進知識資產價值的活動均屬之。 

余民寧（2001）認為：知識管理是組織運用各種科技的技術，實施有關知

識取得、創新、分享、及儲存等管理活動，以統合組織內、外部的內隱和外顯

知識，達到提升組織績效，並為組織創造競爭利益與附加價值的一種管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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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輝（2001）認為：組織運用資訊科技等方法，並配合組織文化、結構

等特性，對組織中的知識進行蒐集、組織、儲存、轉換、分配及運用的過程。

經由上述過程促進組織不斷創新與再生，以提高組織的生產力、增進組織的資

產，並藉此提高組織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的能力，及不斷自我改造的動力。 

吳清山（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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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有的知識不斷的修正和持續產生新的知識，而且能將這

些新知識加以保存和累積，使其有效的轉化為系統化、制度化的知識。這種知

識不斷的產生、累積和創新的循環，可以幫助組織採取有效的決定和行動策略，

進而能夠增加組織資產、擴增組織財富、提升組織智慧和達成組織目標。」 

廖勝能（2001）認為：知識管理是組織藉由管理的機制，將組織內、外部

的知識（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與經驗，有效地紀錄、分類、儲存、擴散以及

創新的過程。並配合「知識管理的促進因素」，如：組織創新氣氛、資訊科技

與技術以及知識的轉換等，以期有效地達成組織的「知識取得」、「知識流通」、

「知識創造」、「知識擴散」以及「知識蓄積」，並且適時地將正確的知識給

予所需的組織成員，進而幫助成員採取正確的行動來改善組織績效，達成組織

目標的持續性過程。 

尤曉鈺（2001）透過系統化的策略與過程，成功地讓成員與組織知識產生

雙向交流，以進行知識價值創造的活動，從而提高組織生產力與創新能力，故

可視為有效管理知識資產的一門學科。 

黃金木（2002）知識管理是以知識為主體的管理，透過人員、知識、文化、

科技與測量等重要因素的互動，促使知識產生動態轉化，並提升個人及組織價

值的歷程。 

許瑋玲（2002）將組織內、外的資訊和人員加以整合管理，透過組織內領

導、文化、科技與評量等因素之促動，選取合適之知識，並藉由組織中成員對

知識的蓄積、分享、應用與創新等過程，使外部知識內部化，而組織中原有之

隱性知識亦得以外顯成為具體可用者，進而成為組織特有之知識，以增加組織

之智慧與資產。 

綜合各學者對知識管理的定義中可知，知識管理係以形式化與程序化的方

式，將內隱知識外顯化，藉以創新組織的智慧資本、提高組織績效、提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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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進而改善組織文化。知識管理就是將組織內散佈於個人、各部門、各地

區的知識，透過有效的記錄、分類、儲存、擴散以及更新的過程來管理知識，

加以系統化的管理。使組織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將正確之知識提供給需要的人，

使其應用至組織中之各項活動，做出正確的決策，完成組織的目標。 

因此，本研究將知識管理定義為：「將組織內、外的資訊和人員加以整合

管理，透過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績效管理等因素之促動，促使組織內

部與外部知識、顯性與隱性知識產生交流，並藉由組織中成員對知識的取得、

儲存、分享、應用與創新等過程，進而提高組織績效與因應變動的競爭力。」 

三、知識管理的模式架構     

由上述知識管理的討論可知，知識管理有其主要流程，亦有其促進管理之

因子，知識管理模式之目的在於協助組織擴大及充實知識管理之內涵與流程，

就「知識管理的模式架構」而言，常因組織或企業的需求而有所不同，茲將幾

個較具代表性的知識管理架構整理如下： 

(一)、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的知識管理元素架構圖 

根據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所發展之四項知識管理的重要元

素，包括：K 代表的是組織知識、P 代表的是人員、+代表的是資訊科技、S 代

表的是分享。此公式表示組織知識之累積，必須透過科技將人與資訊充分結合，

而在分享之企業文化中，達到乘數之效果。亦即組織若欲導入知識管理，必須

從人員、科技、企業知識等構面著手，創造分享的組織文化，進行策略性之思

考與流程之改善。Al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1999）其知識管理元素架

構圖，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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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知識管理元素架構圖 

 
資料來源：劉京偉譯（2000），知識管理的第一本書。 

由上圖可以看出，知識的創造是經由「人（People）－知識的載運者」、

「資訊（Information）－知識的基礎」加上「科技（Technology）」支援資訊的

收集及分送。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分享（Share）」，因為分享加速了知識的

建構，也增加了知識的價值。Bill Gates 認為知識管理是工具（樂為良譯，1999），

知識管理主要是在處理資料與資訊流動時，必須藉由資訊科技與電子搜尋索引

等功能或其它知識管理軟體，讓知識更易取得、儲存、分享、應用與創新。 

(二)、Ellen M. Knapp 的知識管理架構 

Knapp, Coopers＆Lybrand（1998）認為知識管理包含六項要素，分別為內容、

學習、評估、科技、文化及意願等因素，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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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 

 

圖 2-2 Ellen M. Knapp 知識管理架構圖 

資料來源：Ellen M. Knapp（1998）,“Knowledge management＂. 

上述的知識管理架構相關內容說明如下： 

1、內容：知識管理的歷程，組織所取得的知識必須是具有價值，容易蒐集的。 

2、學習：知識管理是促使組織成員不斷學習，以不斷提升個人技能的歷程。 

3、評估：透過知識創新的成效、知識資本的累積，知識擴散及分享的成果，瞭

解組織知識管理的成效。 

4、科技：善用資訊科技，建構知識管理平台，提升組織成員工作效率。 

5、文化：塑造組織成為一個互信、互賴、合作、分享的組織文化。 

6、意願：組織成員具有創造知識分享環境之意願，並樂於積極參與知識管理的

工作。 

(三)、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的知識管理架構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 AABC ） 於 1995 年 與 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APQC）聯合發展出知識管理之架構。認為組織

能正確地掌握組織知識管理之促動要素並提出明確的措施，才能落實知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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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而此一知識管理架構之核心即為此一知識管理過程本身。此過程係動態過

程，始於創造、尋找並蒐集組織的內部知識和最佳實務，進而分享與瞭解實務，

使人員可善加利用。此知識管理包含「知識管理程序（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 ）」及「知識管理促動因素（Knowledge anagement Enablers）」兩個層

面，其關係如圖 2-3 所示。 

1、知識管理促動要素 

Arthur Andersen 公司認為知識管理促動要素，包括領導、企業文化、績效

管理及資訊技術等四個項目： 

(1)、領導 

領導最主要的角色在於指出組織的願景，並訂出實踐願景所需的知識與運

用知識的具體方式，並且在高階主管的領導下，設立知識管理推動小組或知識

長，以支援知識管理之實行。 

(2)、企業文化 

組織是否鼓勵成員知識的分享，是否鼓勵成員主動學習新知，組織是否想

要創新的知識管理流程，是否持續不斷地學習與改革，促進永續發展。 

(3)、績效管理 

績效管理之目的，在於提高組織擁有的知識之質與量、增加知識被運用的

頻率、並能有效掌握提升企業價值之知識，確實地配合企業發展策略。 

(4)、資訊技術 

使用資訊系統的目的在透過資訊設施，提供組織成員得以跨越時空障礙，

與組織內、外部人員進行溝通連繫，並提供組織內部員工分享資訊及經驗。 

2、知識管理流程 

Arthur Andersen 認為知識管理的流程，係由知識之取得、確認、分類、整

合、分享、運用及創造等七種活動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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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Arthu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 的知識管理架構圖 

資料來源：許史金譯（2001），知識管理推行實務。 

(四)、Lee 與 Kim 的知識管理架構 

Lee 與 Kim（2001）認為知識管理架構，包括組織知識、知識工作者、知

識管理流程及資訊科技等四項策略性組織資源。而關於知識管理的推動，Lee

與 Kim 則採管理層面及科技層面來加以探討，其中影響知識工作者管理層面的

因素，包括領導型態、授權、績效評估、激勵措施等。為了有系統地管理知識，

組織可利用知識庫、網路溝通、知識編輯、類神經網絡及人工智慧組織等資訊

技術。而為求組織的永續發展，一個組織必須因應外界環境之動態變化，持續

不斷地吸收、整合組織內、外部的知識，提升產品或服務之品質，確保組織具

有持久性競爭優勢。Lee 與 Kim（2001）的知識管理架構，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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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Lee and Kim 的知識管理架構圖 

資料來源：Jang-Hwan Lee and Young-Gul Kim (2001). 

貳、教師知識管理的意涵 

教師知識管理的探討，主要是奠立在前面關於知識管理的論述，進而轉化

為教育學中的教師知識管理。其探討的焦點在於教師個人層次，強調教師為知

識管理的主體，透過知識管理策略的應用，以增進教學效能。教師在今日知識

經濟的社會中，是一個典型的知識工作者，教師教學之主要目的在於教導與傳

授學生獲得適應社會變遷的能力與知識，因此教師的知識管理能力，將影響教

學效能與品質。茲就「教師知識的意義」、「教師知識管理的意義」、「教師

知識管理的內涵」、「教師知識管理的促動因素」作說明。 

一、教師知識的意義 

Grossman（1994）認為教學工作與其他職業最主要的差異，在於教師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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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他分類教師知識的方式如下： 

(一)、內容知識：包含學科知識及學科教學知識。 

(二)、學習者與學習的知識：包含學習理論的知識、學生的身心特性和認知發

展、動機理論及運用，以及學生的背景（如種族、社經地位與性別等差異）。 

(三)、一般教學知識：包含班級組織及管理的知識，以及一般普通的教學方法。 

(四)、課程知識：包含課程發展的過程‧以及學校各課程間橫向、跨年級課程

間縱向的知識。 

(五)、情境脈絡知識：包含環繞教師工作的各種情境，例如學校、學區、學生

來自的家庭、社區與縣市、甚至擴充至整個國家。 

(六)、自我的知識：包含教師個人價值觀、意向、優缺點、教育哲學的觀點、

對學生的期望以及教學的目的等知識。 

國內學者單文經（1990）認為教師的知識，應該包括一般的教育專業知識，

以及與教材有關的的專業知識兩部分。 

(一)、一般的教育專業知識：一般的教育專業知識是指與教學內容無直接相關

的知識，又可分為四部分： 

1、一般教學的知識：指教室管理及組織的策略等涵蓋範圍較廣的原理原則。 

2、教育目的的知識：指有關教育宗旨、理想、價值、目的等知識，以及其哲學

與歷史的背景。 

3、生身心發展的知識：指有關學生身心發展特性的了解，特別是學生認知能力

的發展，以及如何激勵學生學習動機的心理因素等知識。 

4、教育脈絡的知識：指教育運作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乃至教育的政治、財政與

經費運作的情況等，有關教育的概論性知識。 

(二)、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識：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識是指與教師在教學時所

需處理的教學內容有關的知識。又可分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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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內容的知識：是指教師所要教的教材內容本身。不同的教材領域有不同

的知識結構。 

2、教材教法的知識：是指融合教材與教法的知識。它超越教材知識的本身，經

過可教性的分析，以最能表徵該學科知識的形式出現。 

3、課程知識：應包括教師進行教學所需的教學資源，如不同版本的教科書等，

並能有效的運用。另外教師對學生目前所接受的課程，做縱橫兩面的理解。 

本研究將教師知識分為：自我知識、情境知識、學科知識、一般教學知識、

專業教學知識、教育理念知識六種，說明如下： 

(一)、自我知識：即教師對自我瞭解的知識，包含個人的價值觀，對教師形象、

教師責任、教師權威等看法，自我的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力、問題解決

與實踐能力、創造思考能力、反省與批判能力等。 

(二)、情境知識：指教師對於教育現況的理解與分析能力及教學運作的相關情境

脈絡的瞭解。情境脈絡包括教室內的情境、學校層次的情境、學校外的情

境等三個層次。 

(三)、學科知識：指的是對各學科的概念；如學科的認識與理解、教材組織與

內容結構、學科的特性，以及科際整合知識與能力。 

(四)、一般教學知識：指非特定的學科的一般教學原則與教學策略，如班級經

營與管理、師生關係、發問技巧、教學媒體運用等。 

(五)、專業教學知識：包括課程知識、學科教學知識、學習者心理與認知發展

知識、教學評量與測驗、兒童心理輔導的理論與技術等。 

(六)、教育理念知識：指的是教學信念、教學態度、教育行政的能力以及教師

生涯與專業發展規劃。 

二、教師知識管理之意義 

針對上述，對於教師知識及知識管理的定義，本研究將教師知識管理定義

為：「教師知識管理係指教師對於教學知識進行管理，透過領導、組織文化、

資訊科技與績效管理等因素之促動，促使學校組織內部與外部知識、顯性與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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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識產生交流，並藉由教師對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應用與創新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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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教師知識管理是建立一套知識運作的模式，有效地對知識作取得、儲存、分享、

應用與創新。其中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績效管理即為教師知識管理之

促動因素，教師的知識管理是否具體有效此乃關鍵因素。教師知識管理架構如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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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教師知識管理架構圖 

由圖 2-5 可發現，教師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應用與創新五大流程係

屬於雙迴圈的循環關係，教師可在這五個過程中隨時發生知識的取得、儲存、

分享、應用與創新五個動作。教師知識管理的五項流程會因為教師自身所在的

情境脈絡與教學需求而有不同的解讀與作用，因此對於每個教師皆具不同之意

義。 

三、教師知識管理的內涵 

教師知識管理的內涵共有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運用與創新五個循環

之過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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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識取得 

學校組織存在著各種的知識，包括隱性知識及顯性知識，而且各種知識潛

藏於不同的部門或個體中。因此，教師取得知識的方式可能透過主動的學習新

知（閱讀、觀摩、進修），抑或被動的接受影響（同仁影響、校長領導）。而

以教師為主體知識取得的來源，主要分為校內資源、校外資源兩部分。教師可

經由研討會、專題演講、教師研習、網際網路、傳播媒體、雜誌、讀書會、教

師之間的交談、研究及學術單位等方式，取得所需之專業教學知識。 

因此，「教師知識取得」意即指教師有效利用身邊各種管道得到所需要的

資訊與知識，包括教學知識、學科教學知識、與教學相關的社會與政治情境知

識等訊息。 

(二)、知識儲存 

當知識被教師透過各種管道取得後，接下來知識必須被個體有效的儲存，

例如筆記、影印、電腦文字檔案等。教師係以資料庫、個人及學校的檔案管理

以及網站之建置等方式，將專業教學知識及經驗做有系統之儲存與管理。 

因此，「教師知識儲存」意指教師能將專業教學知識紀錄成書面資料或檔

案。透過網路系統的建置，使得教師的專業知識做系統性的儲存與索引，並能

妥善的管理，以方便教師能隨時將教學的專業知識作儲存與查詢使用，包括校

內及校外。 

(三)、知識分享 

知識的分享是知識管理的核心價值所在，從管理觀點而言，是增進全體同

仁效能的有效策略。知識的分享，乃教師間透過具體的言語、符號、觀摩、體

會等，進行外顯知識及內隱知識的傳遞與共享的一種現象。目的在於改善自身

由於知識或經驗不足所產生的教學困境，共同解決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增

加教師個人專業知識的流通性與可接近性。知識唯有在分享回饋的過程中，才

能產生知識增值的效果。因此，教師知識分享不但能激發教師創新專業知識的

潛能，教師的專業知識也在此時相對地增值。Brown ＆ Duguid（2001）提出：

「在學校組織中，知識分享可經過兩種途徑：一種聯繫是經由從未謀面，但從

事類似實務的人所組成的，稱為實務網路；另一種也是基於實務但關係較為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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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由從事同種或類似實務的人所組成，稱為實務社群。教師可透過「實務網

路」與「實務社群」達成知識的分享。」（顧淑馨譯，2001）。教師知識的分

享除了正式的進修、讀書會或經由資料庫、圖書雜誌外，教師之間工作經驗的

交換，或教師間的互相請益均是分享的途徑。 

因此，「教師知識分享」意指教師透過實務網路、實務社群、進修、研習

等方式，進行外顯知識及內隱知識的傳遞與共享的一種現象，目的在於改善自

身由於知識或經驗不足所產生的教學困境。 

(四)、知識應用 

知識內化是指：「從知道（knowing）至理解（comprehend）的過程」。教

師知識透過取得與儲存之後，必須經過內化的過程，方能成為個人的知識並加

以應用。因為在知識的儲存階段，對教師而言資訊仍未完全成為知識，而要使

資訊轉化為知識，必須透過思考、社會化的過程始能達成，因此，知識內化的

歷程是連續不斷的。教師在學習與吸收專業新知後，必須將其內隱知識及外顯

知識徹底內化並應用在教師的專業教學上。教師可經由教師間的交談、研討會、

演講、網際網路、教育訓練、教師的定期研習、讀書會等方式，檢核其專業知

識運用之適切性及完整性。 

因此，「教師知識應用」意指教師能活用專業教學知識，在學習與吸收專

業新知後，能將其內隱及外顯知識應用在教師的專業教學上，增進教學效果。 

(五)、知識創新 

創新（innovation）隱含創造與革新之意涵，屬於一連串生產知識、應用知

識和擴散知識之過程。然而創新並不是無中生有，因此對於教師而言，知識的

取 得 、 知 識 的 儲 存 、 知 識 的 分 享 及 知 識 的 應 用 等 過 程 都 是 「 先 備 知 識 」

（priorknowledge）的累積，透過自身對於先備知識的「批判反省」（critical reflect）

與同儕間的討論，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知識。教師知識之創新，不僅能擴展教

師自身知識的廣度與深度，同時也能為學校創造新文化與新契機。教師經由知

識的四個轉化過程：共同化、外部化、內部化以及組合化，透過外顯與內隱的

循環過程，重新整合知識，以創新教學知識及經驗，導入新的思考。 

因此，「教師知識創新」意指教師能持續地進修與學習，經由內隱與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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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互動，將個人知識擴散至團體及組織，在知識分享的過程中，創新教學

知識與教學教法。 

四、教師知識管理的促動因素 

教師知識管理之促動因素有：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績效管理等四

項因素。教師知識管理係藉由資訊科技將教師與資訊結合，建立知識長的領導

方式，運用績效管理的方法，營造學習型組織文化，利用知識的分享機制加速

專業知識的累積，讓組織與成員持續地學習，以促動教師知識管理運行，增進

教學效能。茲就四項促動因素分述如下： 

(一)、領導 

二十一世紀的特徵，資訊與知識主導人類文明的演進，電腦科技的蓬勃發

展，促使全球經濟的無形資產倍數激增。在充滿資訊與知識的時代，透過資訊

科技的運用，資訊與知識的取得變得非常容易，使組織型態在界限上無內外之

分，在時空距離上更加縮短。因此，組織型態與領導的轉變是必然的趨勢。 

領導最主要的重點在於指出組織的願景，並訂出實踐願景所需的知識與運

用知識的具體方式。因此，教師知識管理的推行，校長的認同非常重要，唯有

在校長的領導下，設立知識管理推動小組或知識長，以支援知識管理之推行，

規劃學校執行的目標與方向，引導全體教師共同追求目標的實現，方能成功。 

領導的作為並不是針對單一成員的績效，而是成員之間控制、團隊和責任

的關係，任何機構透過組織方式，會產生「領導」的管理機制。因此，教師必

須體認知識經濟時代的需求，了解知識管理的迫切性，及領導者的用心與意圖，

建立教師間知識管理的分享機制，由上而下建立共識，透過資訊科技的學習，

增進教師知識管理的成效，以提升專業知識增進教學效果。 

(二)、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會影響到資訊與知識的交流及溝通的品質。在知識管理的過程

中，組織溝通結構的良好與否，對於知識管理在組織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

響。因此，組織應審視本身，是否在組織內己建立起良好的人員溝通管道，而

這種省視與改善的過程，亦被視為組織學習的一項重要內涵。 

 26



學校是傳授學生知識的場所，教師是學校中的知識傳授者。教師唯有持續

地學習與進修，更新專業知識，方能符應學生的需求。學習型學校組織之建立，

可提昇教師專業知識的學習，培養教師養成持續學習的習慣，透過不斷地吸取

新知、方能滿足學生與社會的需求。在學習型學校中，教師運用系統性的思考

方式，不斷地擴展與創造能量，同時創造教師與學校組織本身的學習與成長。

教師藉由持續地學習獲取新知，進一步地更新教師專業知識，增進教師專業知

識管理之成果。 

知識必須透過密切的交流與分享，才能充分獲得發展並發揮最大價值。知

識分享策略必須建立一種機制，促使人人能夠處處學習，而當組織成員彼此間

的素質較為相近且彼此互信互賴時，知識的交流與分享將更為頻繁且更具成

效 。 這 些 都 需 要 組 織 成 員 的 合 作 以 及 知 識 管 理 科 技 的 運 用 （ Koulopoulos ＆ 

Frappaolo，1999）。因此，建立知識分享的學校文化之首要工作即是建立一個

學習型學校，以帶動知識分享的校園文化。 

第五項修練的作者 Senge（1990）即以前瞻的觀點與銳利的眼光透視現階段

學校教育的缺失，指出學校教育已成為片斷知識的傳授和枯燥性學術的演練，

最後竟發展到越來越和個人成長與真正學習脫節。因此，學校教師應對於教師

專業知識管理有所體認，著手教師之知識管理，並將學校發展為學習型學校，

讓知識能不斷的更新與創造。教師知識管理的成功與否，與學校是否為學習型

組織有相當大的關係。 

(三)、資訊科技 

Liebowitz（1999）提出資訊科技在知識管理環境中具有五項功用：1.確認與

取得內部資源、2.建構內部資源、3.提供與取得外部資源、4.整合內部與外部資

源、5.及時地傳遞適切的、可使用的資訊。因此，藉由資訊科技可以增加知識

在組織中取得、儲存、分享、應用和創新的品質和速度。由此可見，資訊料技

與知識管理密不可分，利用資訊科技進行知識管理已經為各組織努力的目標。 

Bill Gates 指出知識管理要有完善的功能必須有輔助工具才行，基本的幾個

基本條件包含資料庫、檔案、以及電子郵件和工作流程的應用軟體，此外，還

包括了特別搜尋的功能（樂為良譯，1999）。近年來，已有不少學者提出利用

各種資訊科技來協助知識管理工作的進行。由於資訊科技進步，尤其是網際網

路與全球通訊技術的普遍化，企業得以更容易的建立有效知識管理與績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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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知識管理最常用的工具包括：資料庫、群組軟體、全文檢索、資料攫取

工具、人工智慧、文件處理、工作小組軟體。 

資訊科技可將學校教師的專業知識及教學經驗外顯化與文件化，讓學校中

的其他教師分享與回饋，增加教師專業知識的價值性與應用性，促進教師專業

知識的流動性與分享性。因此，教師知識管理必須結合資訊技術提供的槓桿作

用，將大量的知識作整理與連結，並提供組織學習所需的溝通能量，創造學習

型知識分享的組織型態。 

(四)、績效管理 

「提昇品質、追求卓越」是教育努力的目標，隨著時代的進步與全球化的

趨勢，社會大眾日益重視學校教育的品質與成效，因而促使學校必須持續不斷

地成長與革新，以因應社會的需求。績效管理是指運用各種控制、管制效率的

方法以及評估和考核績效的技術，對實際工作的成效進行評鑑與回饋，使組織

平常的運作經由隨時的檢核與評量，而得到修正及改善，使績效不斷提昇，以

達到組織預訂的目標（張淑美，1996）。 

良好的績效管理系統至少必須符合五個標準，說明如下（林純雯，2001；

Mosley, Pietri & Megginson,1996）：1.強調工作目標、2.及時的、3.符合成本效益、

4.正確的、5.能被相關人員接受。績效管理是革新學校教育和提升學校效能的重

要方法。知識管理之推行，需要透過績效管理訓練，方能提升效果，績效管理

訓練的目的有二：第一是針對學校全體成員宣導正確的知識管理觀念；第二是

建立執行知識管理的評鑑機制，建立及時、有效的績效回饋機制。因此績效的

考核及獎勵制度的建立，對於教師知識管理的推行，具有促動的作用。 

就組織整體而言，績效管理的目的有以下四項（張淑美，1996）：1.控制

的目的、2.回饋的目的、3.經濟的目的、4.決策的目的。績效管理之目的，在於

提高組織擁有的知識之質與量、增加知識被運用的頻率、並能有效掌握提升組

織價值之知識，確實地配合組織發展策略。因為透過績效評量結果的回饋，可

以得知實際表現與預定目標間的績效落差，以做為學校反省檢討的依據。而透

過持續不斷的績效評量、回饋、改進的過程，自然促成學校不斷的成長與改變

（Greenberg & Baron , 1995）。因此教師知識管理的推行必須落實績效管理制

度，方能產生動力，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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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師知識管理的方法與策略  

知識管理是一項複雜、耗時的過程，也是一項昂貴而必須的投資。面對 21

世紀競爭激烈與變化迅速的市場壓力下，學校需要資訊的快速取得與知識的推

陳出新，而學校中的成員也應體會到，學校唯有能夠快速的學習，不斷的創新

知識，才能持續提升學校組織的應變力與競爭力（金玉芝，2002）。因此，運

用系統思考尋求可能的行動策略，方能有助於教師的知識管理。教師知識管理

是建立有效知識系統，有效地對知識作取得、儲存、分享、應用與創新。透過

知識管理機制的建立，一方面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所需的知識，提升教師專業自

信與能力，另一方面則促進教師教學效能的提升，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由於知識結構本身的複雜性，再加上知識隨著時間演進，因此知識管理受

個人主觀的影響深遠。教師進行知識管理，可以自行進行教學知識的取得、儲

存與應用，透過教師知識分享機制的建立，利用教學知識解決教學問題，並創

造新的教學知識。以下從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立場，以教師本身可以採取的手

段或方法為考量，提出「教師知識管理的方法」、「教師知識管理的策略」作

說明。 

一、教師知識管理的方法 

由於教師的個人知識具有高度隱默及情境脈絡的特性，故欲更精確的了解

並掌握教師個人知識並不容易。研究者常會隨著其研究興趣及對教師個人知識

性質理解情況的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方法協助教師進行個人知識管理。歸納研

究者常採用的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方法，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五種類型（陳

美玉，2002）： 

(一)、合作自傳法 

以「合作自傳法」研究教師個人知識的過程，乃透過教師與同儕的互動，

提供技術的與心理的支持，以及個人的協助，使教師有機會從其他教師的身上

獲得學習，提升個人知識的質與量。教學技能透過合作自傳的方法加以移轉，

發揮「同儕教練」的功能，比起教師各自嘗試錯誤的學習方法自然顯得更為有

效。 

合作自傳法能整合所有參與教師需求，能夠同時關照到教師所面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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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室的、學校的各種現實之需求，有助於教師問題之解決、改善班級經營，

更重要的是能使教師在一起學習，感受同儕的支持，減輕教師孤立、無助的感

覺。至於如何透過合作自傳法的應用促進教師個人知識管理，可以循著下列幾

個步驟進行： 

1、自傳的敘寫 

2、合作的詮釋性分析 

3、具體的寫出個人知識建構的影響來源與過程 

4、擬定未來的專業發展計畫 

5、實踐、反省與分享新建構的個人知識 

(二)、札記反省法 

    所謂「札記反省法」係指透過反省札記為媒介，引導職前及在職教師進行

專業反省，進而達到專業發展與個人知識管理的目的。其最大價值，在於藉由

教師個人行動之後，透過反省札記的撰寫，將經驗作不同深度的描述與剖析，

探尋經驗中所蘊藏的豐富意義，是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重要途徑（陳美玉，

1998）。 

札記反省法的應用，是將重點放在透過特定事件的描述、分析與反省，使

之成為重要的學習經驗。藉由反省札記所描述的特定事件，可以外顯化個人的

使用中理論，發現使用中理論與所持理論間的差異，探尋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因

素，以進一步調整個人理論或是修正個人行為。一般而言，實施札記反省法的

過程，可以循著下列幾個步驟進行： 

1、使用前的說明重點 

2、與同儕共享個人知識內容 

3、他人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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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驗學習法 

    「經驗學習法」強調教師是「實踐知識的主動生成者、擁有者及使用者」，

教師經驗是建構個人知識的主要成分，故教師經驗對於教學實踐的價值應得到

重視。經驗是知識之母，任何科學或知識的產生，本質上都是人類深層體察某

些經驗而形成，作為展現個人意向的一種形式。 

教師在獲取經驗的過程，同時亦在形塑其獨特的個人實踐知識。基於個人

知識管埋的需要，教師實應針對個人重要的專業經驗進行系統化的省思、分析

與探究，才能有效的增進知識應用的質與量。唯有教師針對個人經驗內容進行

持續的更新、反省、分享與再學習，才是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有效途徑。教師

經驗學習法的實施，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重要事件與經驗的描述 

2、撰寫的格式 

3、集體合作討論與反省 

(四)、檔案法 

    所謂「檔案法」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將專業實踐相關的各種描述性資料，

匯整成個人的專業成長檔案。此檔案可作為教師建構個人知識與理論的依據，

亦可以作為促進教師反省與學習，評鑑教師專業發展情況之用。採用檔案法促

進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主要目的，乃在協助教師據以釐清個人的教學理念，並

加以概念化及歸類，最後具體化出個人的知識及專業實踐理論（陳美玉，1997）。 

應用檔案法進行教師個人知識管理，更可以協助教師將零散的專業實踐經

驗、事件，或是教學的具體資料，根據某種編排架構加以系統化，以達到教師

的內隱知識外顯化的效果，並作較大範圍的討論、流通、分享與保存的效果。

一般而言，檔案法應用在教師個人知識管理，可以循下列步驟行： 

1、檔案資料的蒐集 

2、檔案的反省與對話 

3、檔案的分享、流通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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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理論建構法 

    「教師個人理論」是決定一個教師專業行動有效與否，是否能隨時進行專

業反省，促進專業發展的基礎（陳美玉，1996）。就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觀點

而言，強調將教師個人理論外顯化，並能有意識而理性的隨時針對理論內容進

行監控與反省，作為進一步思考與發展新行動的基礎。 

教師能建構個人理論，且個人理論能隨時進行修正，即表示教師有能力進

行個人知識的管理，亦可能發展出更高層次的專業能力。如此，教師才能隨時

更新個人知識，以因應複雜的教學情境的考驗，並為日後的專業學習與發展奠

定紮實的基礎。教師個人理論的建構，主要依循下列步驟： 

1、描述或回顧個人與教育相關的重要生活經驗及歷史 

2、合作反省與概念化個人的理論內容 

3、檢視各小理論間的邏輯關係與一致性 

4、持續建構與發展教師個人理論 

二、教師知識管理的策略 

加強教師知識管理的應用，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提升學習成效，是學校組

織與教師個人必須努力的方向。透過知識管理機制的建立，一方面提供教師專

業成長所需的知識，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另一方面則促進教師專業社群的知識

分享，以利於學校組織發展知識文化。教師如何透過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

應用與創新的方法，來增進教學效果，是本文探討的焦點。以下針對知識管理

的策略作說明：                             

(一)、建置教學知識庫 

教學知識庫的發展，必須透過教師、知識工作者等相關人員的合作，始能

順利完成。知識庫是知識儲存、分享、應用與創造的利器。運用知識庫系統，

具有正確性高及速度快的優點，並且可以打破時間與地域的限制，提供及時性

的服務。教學知識庫必須適時更新、充實，以建構成一個內容新穎、豐富、有

效的知識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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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教學知識庫之目的，在於將教學知識以容易取得及理解的形式，呈現

給需要知識的使用者，特別是學校教師。知識庫是知識交換的主要媒介，而知

識庫的內容，則決定了知識與互動的品質。學校教師可將教學知識與實務經驗，

無論是結構化或非結構化資料，包括教材、測驗題庫、學習單、教學檔案等，

以文字、報告或其他形式外顯出來，經由分類、彙整、建置成教學知識庫，作

為支援教師教學或研究之用。 

(二)、設立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要做好知識管理工作，建置教學資源中心，提供教與學所需的資源，

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增進教學效能。教學資源中心的主要功能，在於提供

教學所需的各項資源服務，包括提供課程與教學諮詢、教材資料服務、協助師

生設計與製作教學媒體等。從知識管理觀點來看，教學資源中心必須結合教學、

學習、服務和資訊等四大支柱，發揮多元整合的功能（林菁，1999）。 

換句話說，教學資源中心是一個主動提供教師各項教學支援服務，培養學

生自我學習和獨立研究的場所，而非傳統圖書館被動式的儲存圖書資料的學校

附屬設施。傳統上，書籍、期刊、報章雜誌等印刷媒體是人類學習資料的主要

來源，視聽媒體則作為促進學習經驗的輔助教材。但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尤

其數位化科技產品的出臚，整合各項資源，提供多元化、豐富化的學習資源，

更加促成教學資源中心成立的必要性。 

(三)、善用資訊科技 

Bill Gates「數位神經系統」一書中所提到，運用知識管理與網路的概念，

將組織內部建構成一個分享與創造的正向回饋系統，用以強化組織的效率，進

而提昇組織整體競爭力（樂為良譯，1999）。因此，學校在推動教師知識管理

時，必須結合人力與科技，將高度結構化的知識與資訊交由電腦來處理，建立

資料庫、文件管理系統以方便資料的取得、應用與共享（吳清山、黃旭鈞，2000）。 

目前網際網路可以提供電子郵件、網路論壇、電子佈告欄、檔案傳輸、檔

案搜尋系統（Archie）、遠端登錄（Telnet）、全球資訊網、網路會議、多人談

話系統等服務。學習者不但可以個別使用網路，有效地蒐集資訊，選擇有用資

訊，達到自我學習，更可以利用網路環境，與他人共同討論，合作學習。教師

利用資訊科技管理知識，可節省相當多的時間與精力，提高工作效率，促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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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能的提升。教師應該打造自己的線上學習策略，學習如何上網、如何進行

網路資源檢索，以及如何利用網路資源，以獲得專業知識的持續成長。在知識

管理下，教師必須成為資訊科技的使用者，為了專業成長，教師也要成為網上

學習的行動者，教師必須以全新的觀點、前瞻的視野來看待學習。 

(四)、建立教學檔案 

知識是經由學習而來，教師要做到知識管理，需要持續的學習與進修，方

能使教師自身的知識不斷地更新與進步。教學檔案是教師顯示個人教學知識、

技巧及成就的整體文件。教學檔案至少包括下列項目：1.一個教學理念或目標

的書面聲明。2.教師作品的樣本，例如：教學活動設計和評量計畫。3.學生作品

的樣本，例如：閱讀日誌和活動方案成果。4.簡要解釋每個作品內容的標題及

註解。5.對教學及學習作品作反思之用的評語（Wolf, Lichtenstein, & Stevenson, 

1997）。 

教師要如何發展教學檔案：1.確立發展教學檔案的目的：究竟是以就業為

主，還是作為評鑑或專業發展之用。2.思索「有效教學」的證據：對教學不斷

進行反思。3.善用同儕協助：尋找專業發展夥伴，共同發展教學檔案。4.避免以

慣例取向來建立檔案內容：宜考量教學情境、自己的教學風格及優點進行檔案

的建構。5.有系統地組織教學檔案。6.設定時間底線：以一個學期或一年為主。

7.發展進階性的檔案：從就業檔案轉變為評鑑檔案，再轉變為專業成長檔案，

以全面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Green & Smyser, 1996）。 

教學檔案的功能在於增進教師反思的方法，作為知識管理的策略，為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的可行途徑。透過檔案蒐集教學資料，保留曾經閱讀過的文章、

報告、設計過的教學活動計畫、學習單，紀錄教學過程的檢討、省思與回饋。

教學檔案不但可提供教師的教學脈絡、適應多元特性，亦可鼓勵教師展現優點，

自我界定改進領域，同時藉由自我反思與專業對話，統整教學所有的層面，以

增加教師的教學效能。 

(五)、從事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是一種持續不斷的努力，著重於真實情境中的特定問題，有系統地

蒐集資料，分析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改革方案，並付諸實踐，同時檢視改革方

案的影響。行動研究強調「在研究中採取改革行動，在行動中實施研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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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教師得以經由反思與行動，增進教學實踐能力，厚植研究能量，藉以改善

教學品質。因此行動研究是知識管理與創新的必要手段，也是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的可行途徑。 

教師要如何進行行動研究？一般而言，行動研究的進程，大致可歸納為六

個步驟：1.尋找研究始點：在教師的實務中發展，著手選擇一個研究起點。2.

澄清研究的起點：在研究過程中激發知識，朝向更精緻的實踐理論。3.蒐集資

料：透過文件分析、觀察、訪談或調查蒐集資料。4.分析資料：閱讀資料、選

擇資料、呈現並解釋資料，同時作暫時結論。5.發展行動策略並付諸實踐：根

據研究結果發展行動策略，並在教學情境中發展實踐理論，同時監控行動策略

的效果。6.公開教師的知識：公開發表可讓教師知識免於被遺忘，透過寫作過

程可以增加教學反思的品質，甚至藉由理性討論展現具有影響教育決策的力量。 

教師從事行動研究，可開啟實務工作者對專業行動的審視與討論，從而擴

展了專業的知識基礎，甚至落實學校教育的改造與革新。教師是專業知識的建

構者，也是教育行動的實踐者，教師必須主動積極地以行動研究探究自己的教

學，建構個人的專業實踐理論，不但有助於教學知識的充實、應用與創新，更

可達成專業發展與提升教學效能。 

(六)、反思教學實務  

教學反思意指教師在教學的課餘時間，對教學實務進行反省與思考的歷

程，以助於理解學習、教學、課程與評量的動力。教學反思，可說是教師專業

持續發展重要的環節（林心茹譯，2000）。教學是一項專業的實踐，在這種專

業實踐的環境下，充滿不確定、複雜性和變動性，教師必須從教學過程中不斷

省思，適時更新並充實教學知識，方有助於教學改進與教學創新。 

從影響教師專業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教師的反思確能促進教師的教學效

能。因此，教師如何於教學前、中、後進行反思，培養其反思力，便成為教學

專業的重要指標。教師對於教學實務與表現的反思，不但可以更新教師的實踐

知識，增加其專業能力，同時亦可活化教學、創意教學，使教學工作更具有生

命意義。 

自我評鑑對教師教學效能而言，是相當有效的機制，提供教師自我反省並

深刻瞭解自已教學特色，進而提昇教學品質。除了自我評鑑外，教師可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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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日誌或省思札記的方式，記載每天所做的事情，包括教學準備、教學活動

的設計與實施，師生互動、學生的學習態度與效果、班級及學校發生的重要事

件等。透過教學日誌或省思札記的撰寫，教師提出教學上的問題，並進一步思

考如何解決問題。 

(七)、參加教師專業知識社群 

教師專業社群是指教師和學校內外教育工作者，基於平等互惠、民主開放

的原則，進行專業對話，實踐批判的反思、研究、改進教學，並促使全體教師

的專業發展。教育專業是一種共同的學習，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互動，學習如

何教學，以及如何管理知識，並將知識應用於日常生活與工作情境中，也是提

升教師教學效能的可行途徑。 

在學校中欲激勵教師進行高品質的知識管理行為，打造教師的專業知識社

群是必備的條件，因為受到教師專業知識社群的促動，能使教師在某些共同的

焦點與共識目標下，把個人知識以不同的形式移轉給別人，與他人分享，並有

機會使個人知識與組織知識互動，進而能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使組織成員充分

的感受到個人的價值。因此教師要成為專業社群的一員，共同參與教學情境的

對話，不斷地檢視自己的知識結構，並與他人分享知識與經驗。教師之間要找

時間討論、協商和共同探究，教師、行政人員、家長、師資培育機構工作者聚

集在一起，相互討論教學問題，交換經驗心得，透過專業對話，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提升教學效能。 

另一種以虛擬組織學習模型為基礎的教師專業網路社群，透過網際網路連

結個人、群組、或組織記憶，藉由知識管理進行知識分享與創新，形成教師專

業網路社群。網路社群是由人組成，所以，如何激勵社群的互動，如何促進跨

組織的知識分享與創新，如何建立社群的規範與價值等，都是專業網路社群的

重要課題。在這樣的一個以教師專業社群為主的虛擬組織中，惟有建立社群的

信任、使命感與承諾，方能更促進教師專業知識的交流、分享與創新。 

(八)、發展知識分享機制 

知識的流動與分享是學校知識管理活動的核心，但除非學校全體的成員對

此有充分的認知，否則將不易推行。知識分享是一種溝通的歷程，也是一種藉

由資訊媒介進行的知識移轉。知識分享的兩大主體分別為：1.知識傳遞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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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以演講、著作、行為或其他方式與他人進行知識的溝通。2.知識吸收者必

須能以模仿、觀察、傾聽或閱讀等方式來認知理解這些知識。要建立學校中分

享的文化，最重要的關鍵是知識分享制度的建立，唯有學校教師願意分享其專

業知識，才能開啟學校知識管理之門，進而有效地規劃學校知識管理系統，包

括收集學校內外部知識、設置資料庫及維護制度、明確的制定出應具備的知識

水準和方向以及提倡知識管理的遠景等。 

透過知識分享機制的建立，一方面可讓知識快速擴散，進而創新知識，另

一方面亦可經由創造知識的活動，達成共同解決問題的目的。何宜蓁（2001）：

「探討中等學校教師知識分享模式」發現，教師知識分享意願會對教學自我效

能產生直接的影響。一般而言，教師的專業知識屬於內隱知識部分居多，存在

於個人身上，具有主觀的獨特性，且與個別情境及經驗有關，難以具體化與共

同化。因此，要透過知識管理來增進教師專業成長，可培養教師願意共享的習

慣，建立知識分享與專業對話機制。 

對知識擁有者而言，要求分享其擁有的專業知識，將造成所具有的獨特性

消失。因此，發展知識分享對話機制，有賴於合作、協同文化的創生。這意味

著學校必須將架構傳遞知識與吸收知識，視為一種責任，同時提供誘因及機會，

以增進教師分享知識的動機和意願（Fullan, 2001）。惟有教師對此都具有充分

的認知與共識，願意與他人分享其專業知識，才能開啟學校知識管理之門，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學效能。 

(九)、形塑組織學習文化 

知識是經由學習而來的，因此教師要做到知識管理需持續的學習與進修，

方能使教師自身的知識不斷地更新與進步。學校是知識創造的場所，為了培育

更多具有知識生產力的人才，使其可以主動地學習知識、活用知識、轉換知識、

創新知識、傳播知識，學校可朝向學習型組織的方向發展，以知識作為學習的

基礎，以管理作為機制，以行動代替口號，藉以增進教師的教學效能。 

知識管理的深層意含，在於共同形塑組織學習的文化，透過成員間的共同

討論、共同學習，使學校中的知識源源不絕，不斷產出、創造，如此生生不息

的循環，將使學校蘊孕附加價值的知識。學校中知識管理是運用資訊科技的力

量，達到教師知識的分享與創新的目的。但在運用資訊科技傳達與運用知識之

前，首要的工作即是具有使用資訊科技的能力；因此，教師與行政人員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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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修有關資料管理的電腦課程。 

學校學習型組織文化的形成，主要是以改善心智模式、自我超越、建立共

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等修練為其內涵，以培養組織成員終身學習的關

鍵能力，促進組織成為持續性及循環性的學習有機體，不斷地進行知識的創造

與管理，以達到組織的永續發展。學校若想在眾多的競爭者間脫穎而出，就必

須盡其所能從各種管道、多方面的學習，透過知識管理遠景的建構，由人力資

源的管理、內嵌於組織中的程序知識，以及外部的知識來源，進行學習及建構

知識。如此，教學效能才能不斷提升，以拓展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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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教學效能相關探討 

本節針對教師教學效能進行探討，內容分為三部分：壹、教師教學效能的

意義；貳、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發展；參、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 

壹、教師教學效能的意義 

教師教學效能之定義由於學者研究目的、重點與觀點不同而有不同的論

述，主要分為兩個向度。第一從「教師自我效能」的角度探討，通常以教師主

觀評價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一種知覺，判斷或信念來教育學生，以預

期學生能達到的學習目標；第二從「教師有效教學」的角度探討，主要是以有

效教學為重心，並指出教師在教學工作中，會講究教學方法，熟悉教材，和激

勵關懷學生，使學生在學習上或行為上具有優良表現，追求最好教學成效，達

到特定教育目標（陳木金，1997）。 

一、陳木金（1997）歸納學者看法，教師自我效能有四個特性： 

(一)、教師自我效能是教師個人教學主觀的自我判斷。 

(二)、教師自我效能是一種理性化的判斷作用。 

(三)、教師自我效能具有激發認真教學的動機作用。 

(四)、教師自我效能是一個情境化的建構向度。 

二、陳美言（1998）提出有效的教學必須包括： 

(一)、富有友善、溫馨、民主、富創造力、想像力、熱忱、理性、解決問題能

力的教師人格特質。 

(二)、教師熟知教學目標，瞭解教學內容、結構、方法。 

(三)、教師選用合宜的教學策略，提昇教學效能。 

(四)、教師了解學生的特性、需求。 

(五)、教師與學生產生良性互動，激勵學生熱烈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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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選用良好的班級經營技巧、鼓勵技巧。 

(七)、教師能運用多元媒體，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效果。 

三、教學效能之意義 

茲整理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學效能之論述，如表 2-1 所述： 

表 2-1 教學效能之意義 

研究者 教學效能之意義 

Marsh（1991） 

 

教學效能是一個多向度的評鑑，其內容包括學習價值、教學熱

忱、表達清晰、團體互動、和諧師生關係、課程內容、評量方式、

課外指定作業、學習難度等九個向度來評鑑教學效能。 

Moneys（1992） 教師教學效能包括以下六個要項：有效地教導教材的知識、有效

地師生溝通、良好的教材組織能力、激勵學習動機的能力、和藹

可親的態度、教室管理的技巧。 

Borich（1994）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能促進有效教與學，包括教學必須是明確性、

多樣性、任務取向、全心投入、並能提高學習成功率，以達成教

育目標。 

Tang（1994） 教學效能的預測因素包括：清晰講述教材、回答學生所提的問

題、和藹可親、專業化地對待學生、教學準備要充分等。 

Bandura（1997）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各種情境下，對於自己能克服問題的能力信

念。 

孫志麟（1991） 教師自我效能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信念，

此一信念包括教師對於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及抗衡外在環境

對教學影響等方面的能力判斷。 

周新富（1991）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知覺到的效能信念，亦即教師從事教學工作

時，對其本身所具有的教學能力可以對學生產生影響的主觀評

價。 

梁茂森（1992）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工作上，認為自己能影響學生的程度及

對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之信念。其強調一種感覺或信念，涉及教

師對教與學之判斷而為教師所擁有，且會影響其實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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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研究者 教學效能之意義 

林海清（1994）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師生互動的歷程，運用一連

串多樣、複雜、邏輯的策略行動來完成教學責任的信念。 

顏銘志（1996） 教學效能係為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對其能有效達成教學工作

的一種能力知覺與信念。 

張俊紳（1997）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不但肯定自己的教學能力，且能

表現出適當的教學行為，促使學生有優秀的表現，以達成教學目

標。 

張碧娟（1998） 教師教學效能為教師為完成教學目標，在教學時所表現出的有效

教學行為，包含了五個層面：1.教學計劃與準備、2.系統呈現教

材、3.多元教學策略、4.善用教學評量、5.良好學習氣氛。 

簡毓玲（2000） 教師教學自我效能是指教師對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程度的信

念，即是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主觀判斷，包含個人教學效能及一般

教學效能。 

蔡麗華（2001）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各方面表現的績效，以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的程度。 

馮  雯（2002）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的肯定，並能在教學過程中，

依照學生的差異，安排適當且有效之教學活動，達成教育目標的

主觀知覺及評價。 

簡玉琴（2002）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能夠依照教學計畫教學，以

達成教育目標，促進有效教學。 

陳慕賢（2003）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工作時，能塑造良好的學習環境，規劃

有效率的學習環境，透過有效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 

蔡政明（2003）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信念認知，在教學活動中，

能促使學生在學習上，行為上達到特定的目標，有特質、行為、

信念等內涵。 

楊雅真（2004）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從事教學行為時，能塑造良好的學習環境，依

據教學計畫有效教學，以達教育目標，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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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研究者 教學效能之意義 

馬蕙慈（2004）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對自我教學能力的肯定，並在教學活動中，能

因學生的個別差異，安排或設計有效的教學活動，透過師生互動

的歷程，運用多樣化的教學策略，營造良好的學習氣氛，增進學

生的學習成效，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信念。 

白慧如（2004）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有計畫蒐集教材、組織教材並擬定完善

教學計畫，運用多元的教學策略行動，並可透過評鑑來檢視，一

連串完成教學目標的活動。此活動可促成學生有效學習，並達成

教育目標。 

謝明俸（2004）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從事學活動時，為達成教學目標，促進有效教

學，所採取一連串策略、行動及經營方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根據上述學者的定義，教學效能主要包括兩個不同的研究取向： 

(一)、教師自我效能：即教師對自我能力的知覺情形，是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

的信念認知，此種信念是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主觀判斷，包含評估自己教學

能力的「個人教學效能」及教師認為教學能對學生學習產生影響的「一般

教學效能」等兩個層面。 

(二)、教師有效教學：即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營造有

利學習氣氛，激勵關懷學生，應用多元評量，引導學生做有意義的學習，

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 

因此，本研究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將教師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教學

效能是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信念認知，在教學活動中，能塑造良好的學習氣

氛，運用有效的教學的方法，適應學生的個別差異，促使學生在學習上，行為

上達到特定的目標。」 

貳、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發展 

教學效能的研究隨著時代的背景及研究者方向、範疇的差異，產生不同的

內容、重點，以下從研究取向、典範、類別等方面概述學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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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效能的研究取向 

林進財（2001）在教學效能研究的取向、典範及趨勢之探析一文中，針對

教學效能研究取向分析歸納為六個主要面向： 

(一) 、教師自我效能研究取向 

    教師自我效能的研究取向，重點在於探討教師自我效能高低與學習成就之

間的關係。從教師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中得知，教師教學效能的高低影響學生

的學習成就。教師在教學歷程中，應該透過各種專業知能的發揮，提高教師教

學效能，藉以提升學習者的態度和成就。 

(二) 、教師教材組織與運用的研究取向 

    教師教材組織與運用的研究取向，重點在於探討教師在教材組織與呈現方

面，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教師以清晰、有組織、有系統、學業導向等技術，有

效組織與應用教材，擬定各種策略，增強學生學習成效。 

(三) 、教師教學技術的研究取向 

    教師教學技術的研究取向，指出有效能教師在教學歷程中，能運用科學精

神與方法，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重視學習者的基本能力與學習特質，有效

地增進學習效果，並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 

(四) 、學習時間運用的研究取向 

    學習時間運用的研究取向，重點在於探討教學歷程中，時間因素對教師教

學效能的影響程度，包括教師在教學時間的分配情形，以及學生在學習方面的

時間因素。有效能教師在教學歷程中，對於時間的掌控及分配可以針對教學情

境，作各種專業上的因應。在教師教學方面，可以將時間做最有效率的應用，

使教學活動達到預期的目標；在學生學習方面，可以引導學生將注意力集中於

學習上，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時間量，以達到有效學習。 

(五) 、師生關係建立的研究取向 

    師生關係建立的研究取向，重點在於探討教師期望與學生學習成果之間的

關係，及其影響程度。教師的教學方式、教師期望、教師行為、教師效能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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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特質與學習成就，教師的表現或想法，同時影響學生的學

習態度和成就。 

(六) 、班級氣氛營造的研究取向  

    班級氣氛營造的研究取向，重點在於探討不同班級氣氛對學生學習的影

響。教師在教室生活中，必須體認班級生活的各種特色，作為教學活動的參考，

以提升教學效能。 

二、教學效能的研究典範 

陳木金（1997）將教學效能的理論發展歸類，分為創始、建立、轉變、充

實四個時期，分述如下： 

(一)、創始期 

1、歷程—先前經驗的研究：約自 1930-1960 年，主要的代表人物為 J.Wrightstone

與 D.Beecher 等人。研究重點在教學歷程與教師先前經驗對教學效能的影響，

評估教師在班級教學中的表現，並提供教師回饋之用，以觀察法為主要方法。

所觀察的行為是依據以往的經驗所選擇出來的，作為其期望的、主觀的教學效

能判斷。 

2、Bandura 自我效能理論：認為效能感乃是個人對本身執行某一事物能力的效

能預期，重視認知與動機的關係，指出效能感主要資訊來源有：(1)、表現的結

果。(2)、觀察他人表現的替代經驗。(3)、言詞說服。(4)、據以判斷本身能力、

力量及弱點的生理狀況。 

(二)、建立期 

1、歷程—系統性的研究：約自 1955-1965 年，主要代表人物為 D.Ryans 等人。

利用有系統地觀察和評估教師與學生的班級行為，以描述教學與學習的歷程。

其所觀察和評估的教師行為，如警覺性、責任、彈性、愉快感、幽默感等；而

學生行為如警覺性、責任、信心、反應等。 

2、 歷 程 ─ 結 果 的 研 究 ： 約 自 1965—1980 年 ，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為 J.Brophy、

C.Everson、T.Good、D.Grows 等人。依據績效制度與能力本位運動的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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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效能，利用低推論性班級觀察而非高推論評估，採用個別行為分析替代整

體分析。此一研究結果強調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探討教師行為與學生成就間

的因果關係。 

(三)、轉變期 

1、實驗性的研究：約自 1972 年至今，主要的代表人物為 N.Gage、W.Borg、

H.Klinzing 等人。實驗性派典的教學效能研究，所利用的方法是以實驗變項控

制，研究教學效能間變項與變項的因果關係。所以各種變項需要進行操作形定

義，才能使研究結果具體明確。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教師歷程與學生成就的因

果關係，以及探討所選擇的教師訓練程序與教師歷程行為的因果關係。 

2、 歷 程 ─ 歷 程 的 研 究 ： 約 自 1978 年 自 今 ， 主 要 的 代 表 人 物 為 T.Good、

T.Beckerman、T.Stallings 等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教師行為歷程與學生

行為歷程的相關，可提供決定不同班級實務的效能、課程內容及增進學生參與

學習歷程的教學行為。教師效能感是導引教師表現知覺、實際表現及學生表現

相互關係的中介變項，教師對其教學效能的信心是使其教學更為有效的保證。

教學過程涉及「教師思維過程」及「教師行動與可觀察的結果」兩個重要層面，

教師效能感是教師思維過程的核心。 

(四)、充實期 

1、歷程─歷程─結果的研究：約自 1978 年至今，主要代表人物為 G.Fisher 等

人。其主要目的在探討教師行為歷程，學生行為歷程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係，

可作為教師改進教學活動，注意學生學習歷程，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重

點包括：1、考慮學生的反應；2、注意學習的心理；3、學生參與學習工作的調

節歷程；4、調節歷程行為；5、教師行為與學生成就的關係。 

2、多向度概念的研究：1986 年 Aston＆Webb 提出以多層面概念來研究教學效

能，教學效能是教師經由訓練過程與經驗，及在不同情境激勵不同的學生學習，

所發展的一套「一般教學效能信念」與「個人教學效能信念」。教師效能向度，

包括四項主要成分：1、結果與預期；2、一般的教學效能；3、個人的自我效能；

4、個人的教學效能。 

 45



三、教學效能的研究類別 

吳清山（2000）指出：教學效能的研究，最初著重於有效能教師的特徵，

其後又致力於有效能教師的教學方法，晚近則偏重於班級中師生關係之研究。 

茲提出兩位學者的看法： 

    郭明堂（1995）提出：本世紀初至 1980 年代，研究教學效能主要有三個方

面：1、教師特質；2、教學方法；3、教師行為。後來由於認知心理學的發展，

師生認知思考的探討及質的研究，為教學效能的研究典範開啟新的里程。其綜

合多位學者的看法，歸納研究教學效能分為五個面向： 

(一)、教師特質的研究：教學效能的研究早期偏重分析教師個人特質，如教學

熱誠、個性、領導能力，或經驗背景如教學年資、學歷、專業資格、及其與學

生成就的關係，用以歸納出一位理想教師所須具備的個人特質。 

(二)、教學方法的研究：以實驗法來檢驗教學方法的差異，探討使用不同教學

方法的班級是否學生在學業成就上會有差異，但在推論上常有限制，因為教學

方法所產生的效果容易和其他因素相混，無法獲得一致性的推論。 

(三)、教師行為研究：探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行為與學生行為之間的關係，

由於觀察時間的延長，教學情境的嚴格控制與觀察技巧的改進，其結果較為客

觀可靠，引起教師教室行為的系統觀察。 

(四)、師生思考的研究：以認知研究方式進行，學習者被視為以一種主動方式

來進行學習，教師之形象改變為「有思考的專業者」 或「能反省的思考者」，

除了研究教師行為、學生行為的情境和學生成就外，也進一步研究教師和學生

的認知。 

(五)、質的教學效能研究：即俗民誌的研究，是一種社會團體研究方法，將教

室視為一個溝通中，師生雙方不斷地磋商與修正彼此觀念與行為的過程，對於

學生次級文化與潛在課程進行探討。 

張碧娟（1998）將教學效能的研究歸納為三類： 

(一)、教師特質的研究：自 1930 年代開始，以探討教師的人格與特性為主，界

定理想教師的條件與特質；以調查各類人員對優良教師品質的意見，藉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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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或提高效能的依據。 

(二)、教師教學行為的研究：自 1960 年代開始，以探討教師的教學行為與教學

效能的關係為主，著重在教育情境中教師歷程及師生互動關係的分析，以確定

有效的教學行為或其與學業成就的關係。採用觀察程序，客觀記錄教師於教室

內的行為表現，稱為「過程─結果法」(Process-product approach)，如教師的表

現評量與教師效能的評量結合。 

(三)、教師思考的研究：1970 年代以後，教師思考研究盛行，研究者採用認知

心理學的觀點，探討教師的思考、判斷與決定，以瞭解教師行為背後的真正意

義。 

參、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 

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內涵，由於學者專家對於研究方向與重點的不同，其

關注的焦點亦不相同。表 2-2 先整理各學者對於教學效能所探討的內容，再歸

納學者的觀點，提出本研究所探討的向度內涵。 

表 2-2 教師教學效能之內涵 

研究者 教學效能之內涵 

Ryan（1982） 將有效教學分為：計畫策略、教學策略、評鑑方式、管理活動四

個層面。 

Ashton（1983） 將教師效能測量分為：教學效能、個人效能和個人教學效能三個

層面。 

Gibson ＆ 

Dembo（1984） 

將教師效能分為：個人教學效能(教師對自己所具有的教學能力

和技巧之信念)。一般教學效能(教師對自己能夠改變學生之信念)

兩個層面。 

Modaff（1992） 將教學效能領域分為：班級管理、動機策略、教師期望、個別化

教學、群體教學五個層面。 

李俊湖（1992） 將國小教師教學效能歸納為：計畫策略、教學策略、評鑑活動、

管理活動四個層面。 

林海清（1994） 將教學效能的內容分為：教學計畫、教學策略、教學評鑑、教學

氣氛四個層面。 

郭明堂（1995） 將教學效能內涵分為：教學前階段、教學歷程階段、教學後階段。

續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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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教學效能之內涵 

陳木金（1997） 

 

將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分為：「教學自我效能信念」、「系統呈現

教材內容」、「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建立和諧師生關係」、「營造良好班級氣氛」等六個向度。 

張碧娟（1998） 將教師教學效能分為：教學計畫與準備、系統呈現教材、多元教

學策略、善用教學評量、良好學習氣氛五個層面。 

蔡麗華（2001） 將教學效能歸納為：教學計畫與準備、教師專業知能與教學技

巧、班級經營管理、教學成果與評量、學生學習表現五個層面。

王淑怡（2002） 

 

認為教師教學效能指標包含：「教學能力」、「經營能力」等兩

大領域，「教學準備」、「教學技術」、「教材呈現」、「溝通

技巧」、「教學評量」、「班級經營」、「時間管理」、「師生

關係」八大層面。 

馮  雯（2002）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系統教學內容、有效教學技巧、和諧師生互

動、因應環境影響、教師自我效能五個層面。 

簡玉琴（2002）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教學計畫、教材內容、教學策略、教學時間、

師生關係、班級經營、教學評量七個層面。 

陳慕賢（2003）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教師自我效能訓練、系統呈現教材內容、有

效多元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建立和諧師生關係、營造

良好班級氣氛六個層面。 

蔡政明（2003） 引用陳木金(1997)六個層面。 

楊雅真（2004） 引用陳木金(1997)六個層面。 

馬蕙慈（2004）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教學計畫與準備、多元教學技巧、善用教學

評量、學生學習表現、良好學習氣氛、班級經營管理六個層面。

白慧如（2004）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教學規劃、教學策略、教學氣氛、教學評鑑、

教學研究五個層面。 

謝明俸（2004） 認為教學效能包括：教學計畫與準備、教學策略、班級氣氛、教

學評量、師生關係五個層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教師教學效能所探討的內涵，主要從教師自我效能及教師有效

教學兩個方向來討論。因此教師教學效能除了注重教師自我效能信念之培養，

更強調有效教學實施，其重點在於教學歷程中，其教學行為應具備之特徵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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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學習的成效。本研究探討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之關係，將教學效能

內涵歸納為五個層面：教師自我效能、充分教學計畫、有效教學策略、良好教

學氣氛、善用教學評量。 

一、教師自我效能 

    教學自我效能是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知覺自己能有效教學的信念，此

一信念包含教師對於本身教學能力的自信與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預期，以及抗

衡外在環境對教學影響等方面的專業能力之判斷（陳武雄，1995）。所謂「個

人教學效能」，係指教師對自己本身所具備的教育專業能力與技巧，可使其在

專業角色扮演稱職的自信程度，也就是教師對個人教學能力的評估。「一般教

學效能」，係指教師受限於家庭、學校、社會等外在不利因素，仍肯定教學能

對學童的學習與行為產生助益的信任程度。簡毓玲（2000）指出：教師教學自

我效能乃是指教師對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程度的信念，即是對自己教學能力

的主觀判斷，包含個人教學效能及一般教學效能。 

因此，本研究將「教師自我效能」定義為：「教師對自我能力的知覺情形，

是教師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信念認知，此種信念是對自己教學能力的主觀判斷，

包含評估自己教學能力的「個人教學效能」及教師認為教學能對學生學習產生

影響的「一般教學效能」等兩個層面。」 

二、充分教學計畫 

教學者應該了解學生的起點行為、舊經驗、學習特質等，作為正式實施教

學活動的參考（林進材，2004）。教學有縝密的計畫，教學活動才能順利進行，

預期目標才能如期達成。因此，教師在教學前就應建立教學流程，使教學、練

習、複習均能循序漸進，教學才能順暢。由此可知，充分教學計畫在整個教學

過程中具有引導作用，在教學之前有系統地規畫教學內容與教材，在教學過程

中要安排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能透過教學的互動達成教學目標。 

因此，本研究將「充分教學計畫」定義為：「教師在教學前能瞭解學生的個

別差異，依據教學目標，有系統地規劃教學內容，使教學流程、活動在妥善的

安排下，能循序流暢的進行，有效達成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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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教學策略 

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弱，是影響教學成敗的關鍵因素。因此，教師在設計教

學的同時，也應該針對學科性質與學科教材教法，設定各種激勵學習的有效策

略（林進財，2004）。Descy（1992）指出：「教學媒體的使用，對學生及教師

都有正向的作用，除了可增進教師在教學上的基本能力外，也可增進學生的學

習動機。」因此，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將抽象的概念傳達給學生了解，除了口

頭闡述之外，還需要運用技巧和教具來輔助學生理解，以激勵學生的學習興趣，

讓學生獲得適性的發展，以提升學習效果。 

因此，本研究將「有效教學策略」定義為：「教師在教學開始時，能運用

策略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引導學生瞭解學習目標的重要性。在教學中則能

有效的運用時間，清楚、有系統的呈現新教材，並能運用多元有效的教學技巧

及適當的選用教學媒體，激勵學生學習興趣，以增進學習成效。」 

四、良好教學氣氛 

良好的教學氣氛，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效果，使學生的思想、觀念、行為產

生快樂的有效的學習。營造良好的教學氣氛主要包括：班級氣氛經營及師生關

係建立兩部分。班級氣氛乃藉著班級社會體系中各學生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

由各學生之間的價值觀、態度、期望與行為交互影響，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自

然形成一種獨特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班級之中。 它影響每個學生的思想、觀念

或行為模式，同時也塑造學生的態度和價值觀，進而影響了學生在教室中的學

習活動與學習成就（陳奎憙，1986）。教師方面必須主導學生營造和諧的學習

氣氛，並能了解學生的需要、關懷學生的問題、尊重學生的人格及自尊；學生

方面必須表現尊重的態度、樂於接近教師、主動學習，讓師生間與學生間均能

有良好的互動，才能增進教學效果（林進財，2004）。 

因此，本研究將「良好教學氣氛」定義為：「教師與學生之間能保持良好的

溝通與互動，並能實施公平的獎懲原則，減少學生偏差的行為，營造和諧的學

習氣氛與班風，建立優質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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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教學評量 

教學評量是指有系統的蒐集有關學生學習行為的資料，加以分析處理後，

再根據預定的教學目標給予價值判斷的歷程（張春興，1996）。教學評量的有

效實施，可以讓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並且檢視自己教學策略的缺失，作

為調整教學方法的依據，也可以讓學生了解自己的學習狀況。Rosenshine（1983）

認為：提供回饋及澄清學生錯誤是教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教學評量在教

學歷程中是檢定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善用多元的檢定工具評量，才能瞭解學

生的學習困難所在，適時地協助學生解決難題，教學才能達到預期成效。 

因此，本研究將「善用教學評量」定義為：「教師依據教學目標，運用多元

的評量方式，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給予學生合理的期待及適當的回饋，以

促進其學習的成就感。並藉由評量的過程與結果，瞭解學生學習錯誤與不足的

情形，作為反省、調整自己教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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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的關係 

本節係針對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的關係進行探討，內容分為三部分：

壹、教師知識管理相關研究；貳、教師教學效能相關研究；參、教師知識管理

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分述如下： 

壹、教師知識管理相關研究 

知識是個人乃至整個經濟的最關鍵與最核心的資源。因此，誰能作好知識

管理，誰就能成為引導社會價值的主流，誰的專業及知識就不會被淘汰（劉京

偉譯，2000：Nijhof，1999）。有關知識管理的研究，學者專家討論甚多，但是

對於教師知識管理的觀念在教育界與學校仍屬新興概念，近幾年相關研究才陸

續出現。因此，本節針對近幾年關於教師知識管理之相關研究論文，釐清教師

知識管理的關鍵因素與方向。表 2-3 即為我國目前知識管理之相關研究整理，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之關係，因此僅就研究發

現中有關教師知識管理關鍵因素與方向部分加以摘錄。 

表 2-3 教師知識管理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論摘錄 

鍾欣男

（2001） 

知識管理在學

校本位國小教

師專業成長之

運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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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作

用，以知識擴散及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 

俞國華

（2002） 

國民小學教師

知識管理與專

業成長之研究 

一、在知識管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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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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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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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論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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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教師的知識管理屬於中上

之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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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型組織之間具有

正相關。 

吳淑容

（2002） 

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知識管理

之研究—以桃

竹苗地區為例 

一、現階段桃竹苗地區公立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知識

管理的概念情形尚可，其中校長高於主任，主任高於

教師。 

二、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對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識管

理概念知覺度呈現顯著的差異。 

三、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在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知識管

理概念知覺度中，對於塑造教育人員學習環境層面上

有較高知覺度。 

陳淑錡

（2003） 

桃園縣國民小

學教師知識分

享動機與知識

分享行為之研

究 

一、教師知識分享動機為尊重需求、社會需求、信任、

互惠、利他傾向。 

二、不同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學校地

區的國民小學教師在知識分享動機部分層面上有顯

著差異。 

三、知識分享動機與知識分享行為有顯著正相關。 

陳榮宗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應用知識管理

的可行策略及

其障礙素-以臺

南縣為例 

一、取得知識的可行策略：參加研習會、校外人力資

源的協助、教學協同成長團體的資料、參與教學觀

摩、閱讀、電腦網路的應用等。 

二、進行知識分享的可行策略：參與教學協同成長團

體、教學觀摩、交換教學檔案、進行協同教學、擔任

研習會講師、知識社群、應用資訊科技、討論、聊天

等。 

三、應用知識的可行策略：進行教學活動、人際間的

互動、參與知識社群、問題解決等。 

四、進行知識創新的可行策略：充實新知、標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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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論摘錄 

討論、腦力激盪、教學研究與實驗教學、培養靈活變

通的能力、學校提供足夠的誘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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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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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畢業、主任、年資較長的教師較高。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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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智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知識管理與教

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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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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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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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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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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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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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不同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在班級經營效

能上具有差異存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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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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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論摘錄 

黃勢民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知識分享及其

影響因素之研

究 

一、教師知識分享之狀況 

(一)、國小教師知識分享的狀況普遍來說良好，教師

具有很高的知識分享需求，知識分享行為則較低。 

(二)、國小教師班級經營知識分享較之教學知識之分

享頻率為高。 

二、教師個人因素及學校背景因素對教師知識分享的

影響 

(一)、女性教師在知識分享的表現較男性為佳。 

(二)、性別及學校規模對教師知識分享需求及知識分

享行為具有顯著預測力。 

曾嘉怡

（2004） 

實習教師的知

識管理與專業

成長─從關係到

應用 

一、實習教師的知識管理屬中等程度，而以「知識儲

存」表現較佳。 

二、實習教師的知識管理會因性別、教育程度、養成

教育機構與畢業學院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實習教師的知識管理： 

(一)、知識取得：經由「人」或從「書籍」、「網際

網路」、「研習活動」來取得知識。 

(二)、知識儲存─以「省思札記」與「歷程檔案」為

主。 

(三)、知識分享─直接與「人」以及間接由「資訊科

技」的方式來進行分享。 

(四)、知識應用─主要應用在實際教學與班級經營兩

方面。 

(五)、知識創新─使用方式較不明顯。 

凌重堅

（2004） 

高中職進修學

校教師對知識

管理之覺知與

組織效能關係

之研究 

一、高中職進修學校的知識管理整體表現「佳」，惟

在「知識創新」層面仍有待提高。 

二、高中職進修學校知識管理各層面與組織效能各層

面具有顯著正相關。 

三、知識管理對學校組織效能有顯著預測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55



鍾欣男（2001）研究指出：「知識管理對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預測

作用，以知識擴散及知識創造最具有預測力。」俞國華（2002）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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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玉芝（2002）研究指出：「國民小學

教師的知識管理與學習型組織之間具有正相關。」陳淑錡（2003）研究指出：

「知識分享動機與知識分享行為有顯著正相關。」楊金量（2003）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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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智（2003）

研究指出：「國小教師之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張淑芬

（2003）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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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勢民（2004）研究指出：「國小教師知識分享的狀況普遍來說良好，

教師具有很高的知識分享需求，知識分享行為則較低。」凌重堅（2004）研究

指出：「知識管理對學校組織效能有顯著預測力。」 

從上述之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教師知識管理影響的層面非常多，包含教師

專業成長、學習型組織、教學效能、組織效能等。教師的知識管理，會因教師

不同之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最高學歷、服務年資與擔任職務）與學校環境因

素（地區與規模）而有所影響。因此，教師的知識管理會因不同之教師個人特

性（性別、學歷及服務年資）與學校組織特性（規模與地區）而有所不同。教

師知識管理主要的方式為知識取得、知識儲存、知識分享、知識應用與知識創

新，此等過程仍需透過學校組織中的溝通管道與文化氣氛，加強成員之共識，

方能提升效能。 

貳、教師教學效能相關研究 

教學效能研究，由於學者對教學效能的定義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研究方向。

早期的研究重點在特質的探討，教師特質與學習行為的關係。其次為「過程-

結果」的研究，強調師生之間的交互作用。最近除了教師思考方面的研究，學

科教學知識的探討，教室生態研究的興起，使得影響教師教學的各種潛在因素

受到研究者相當的關注（林進材，1997）。以下針對最近幾年相關研究作摘錄

整理。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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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師教學效能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論摘錄 

張碧娟

（1998） 

國民中學校長

教學領導、學

校教學氣氛與

教師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一、國中教師教學效能良好 

二、學校規模、教師之年資、年齡與職務對教師教學效

能有顯著影響 

三、「學校教學氣氛」愈佳，「教師教學效能」愈高。

蔡麗華

（2001） 

台北縣國民小

學教師工作投

入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一、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因教師背景變項不同而有差

異。 

二、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不因學校環境變項不同而有

差異。 

三、教師工作投入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簡毓玲

（2000） 

國民小學校長

教學視導對教

師教學效能影

響之研究 

一、國民小學校長宜多從事教學視導工作，以提升教學

效能。 

二、校園實施教學視導，可提升老師的教學效能。 

李新寶

（2001） 

國民小學校長

教學領導與教

師教學效能之

研究 

一、不同性別、年齡、服務年資之教師所知覺到的教師

教學效能有顯著差異。 

二、校長教學領導行為與教師教學效能具有典型相關存

在。 

王淑怡

（2002） 

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效能指標

之建構 

一、教師教學效能指標包含教學能力及經營能力兩大領

域。 

二、教學能力領域包含教學準備、教學技巧、教材呈現、

溝通技巧及教學評量五大層面。 

三、經營能力領域包含班級經營、時間管理及師生關係

三大層面。 

馮  雯

（2002） 

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信念與教

學效能之研究 

一、國小教師之教學年資、兼任職務、學校規模對其教

學效能具有影響力，資深教師、中型學校教師之教學效

能最佳。 

二、國小教師教學信念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關係，教學

信念影響教學效能。 

三、教學信念對教學效能具有解釋力，由教師之教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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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4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論摘錄 

念，可以預測教師的教學效能。 

簡玉琴

（2002） 

桃園縣國民小

學教師自我效

能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一、國民小學整體教師教學效能在中上程度，其中以「教

學評量」向度的得分最高。 

二、國民小學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效能間呈顯著的正相

關。 

陳慕賢

（2003） 

國民小學校長

課程領導與教

師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以

臺北縣為例 

一、臺北縣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均肯定教師教學效能。

二、在教師的背景變項中，除了年齡與服務年資之外，

其餘變項對教師教學效能的影響不大。 

三、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鐘榮進

（2003） 

台北縣國民小

學教師教學效

能之研究 

一、台北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良好。 

二、國小教師之教學效能因不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而有

差異，其中以女性、年齡較大、教學年資較深、已婚者，

其教學效能較高。 

三、國小教師之教學效能因不同學校背景變項而有差

異，其中以男性校長、學校規模較大、位於縣轄市地區

之學校教師，其教學效能較高。 

簡木全

（2003） 

國小教師教學

資訊素養與教

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一、高雄市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整體是屬

於「中高」程度的表現。 

二、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不因教師背景變項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 

三、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

面具有低度的解釋力。 

江佳茹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專業承諾和教

學效能相關之

研究 

一、國小教師專業承諾和教學效能現況趨向高承諾和高

效能。 

二、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大部分趨向高效能，但不同背景

變項之間仍有差異存在。 

三、不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上有所差

異。 

四、教師專業承諾與教學效能有相關。 

王建智

（2003） 

國民小學教師

知識管理與教

一、國小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現況具有中上水準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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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4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論摘錄 

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二、教師教學效能受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影響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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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蘭

（2003） 

國民中學教師

參與在職進修

動機與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以臺灣中部

四縣市為例 

一、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良好，以良好學習氣氛的表

現最佳。 

二、國民中學教師教學效能因性別、婚姻狀況、服務年

資、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之不同而有差異。

三、國民中學教師參與在職進修動機與教學效能間具有

高度正相關。 

謝  元

（2003） 

國小校長提升

教學效能的教

學領導研究---

以實施九年一

貫課程的台南

市國小為例 

一、校長與教師對教學效能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性別、職務、學歷、年資、年齡、學校規模等

沒有顯著差異。 

三、教學領導與教學效能有相關，教學領導對教學效能

有正向預測力。 

蔡政明

（2003） 

國民小學校長

課程領導與教

師教學效能之

研究 

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普遍能知覺教師的教學效能。

二、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中以男性、年齡較長、服務年資

較久，擔任主任行政工作者對教師教學效能之知覺較

高。 

三、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課程領導行為與教

師教學效能具有正相關。 

謝明俸

（2004） 

國民小學教師

文化與教師教

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一、雲嘉南五縣市國民小學教師文化與教師教學效能之

現況屬中上程度。 

二、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文化和教學效能以及各層面間

呈現顯著正相關。 

張賢坤

（2004） 

桃園縣國民小

學校長轉型領

導與教師教學

效能關係之研

究 

一、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在整體與各層面表現均為

高程度。 

二、年齡、學校規模不同的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

異。 

三、桃園縣國小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教師教學效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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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4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論摘錄 

中度正相關。 

楊雅真

（2004） 

國民小學校長

領導風格與教

師教學效能關

聯之探討--以

桃園縣國民小

學為例 

一、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均肯定教師教學效能。

二、校長領導效能與教師教學效能成正相關。 

三、在教師基本變項中，年齡和年資會影響教師教學效

能，其餘變項差別不大。 

馬蕙慈

（2004） 

國民小學教師

在職進修對教

學效能關聯性

之研究 

一、中壢市地區整體教師教學效能，屬於「中」程度的

表現。 

二、教師整體教學效能的呈現，受到制度規定的影響較

為明顯。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張碧娟（1999）研究指出：「學校教學氣氛愈佳，教師教學效能愈高。」

蔡麗華（2001）研究指出：「教師工作投入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簡毓玲

（2001）研究指出：「校長教學視導行為會提昇教師教學效能。」李新寶（2001）

研究指出：「校長教學領導行為會影響教師教學效能。」馮雯（2002）研究指

出：「國小教師教學信念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關係，教學信念影響教學效能。」

簡玉琴（2002）研究指出：「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教學效能呈顯著相關。」陳

慕賢（2003）研究指出：「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江佳茹（2003）研究指出：「教師專業承諾與教學效能有相關。」王建智（2003）

研究指出：「國小教師之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郭蘭（2003）

研究指出：「國民中學教師參與在職進修動機與教學效能間具有高度正相關。」

謝元（2003）研究指出：「校長教學領導與教學效能有相關。」蔡政明（2003）

研究指出：「校長實施課程領導確實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謝明俸（2004）

研究指出：「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文化和教學效能以及各層面間呈現顯著正相

關。」張賢坤（2004）研究指出：「桃園縣國小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教師教學

效能具有中度正相關。」楊雅真（2004）研究指出：「校長領導效能與教師教

學效能成正相關。」 

從上述之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影響教師教學效能的因素非常多，包含教師

自我效能、教學信念、工作投入、在職進修、教師知識管理、本位管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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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教師文化、校長視導行為、校長課程領導行為等，教師教學效能提升，

教育品質也會提昇，所以教學效能的研究隨著教育改革也愈加備受重視。 

參、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相關研究 

教師知識管理的目的，除了增進教學知識及專業成長之外，教學效能的提

升亦值得重視。國內有關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之研究較少，以下提出相關

之研究： 

一、王建智（2003）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關係，以彰化縣 570

位國民小學為對象，調查結果指出：教師知識管理程度越佳，其教學效能也越

高，特別是知識管理中的知識創新，對整體教學效能的預測力最高。其結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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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效能受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影響而有所差異。 

(四)、國小教師之教師知識管理愈佳，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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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張淑芬（2003）探討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之研究，

以台北市 44 所公立國民小學級任教師為施測樣本，調查結果指出： 

(一)、目前國民小學教師的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現況屬優異程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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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歲

以下、研究所、服務年資 5 年以下的教師表現最佳。 

(三)、不同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在班級經營效能上具有差異存在。其

中以女性、41-50 歲、51 歲以下、專科、服務年資 21-30 年的教師表現最

佳。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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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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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存在。 

(五)、國民小學教師知識管理能力對於班級經營能力的預測力偏低。 

    就此二研究而言，王建智的研究指出：「教師知識管理越佳，其教學效能

也越高。」張淑芬的研究指出：「教師知識管理能力與班級經營的關係並不明

顯，前者對後者的預測結果不佳。」要說的是，教學效能與班級經營效能在探

討的概念及內涵並不完全相同，其測量的方法亦有所差異。此外上述兩項研究

在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的選擇上亦有所不同，可能是造成研究結果不一致的原

因。因此有關教師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的關係，仍有必要進一步釐清，本研究

探討對象為國中教師，藉由不同的對象探討兩者之間的關係，以獲得進一步的

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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