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為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的關係。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第三節為名詞釋義，最後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其不連續的年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一書中指出「知識已成為重要的核心資本（central capital），

也是經濟的關鍵資源」（彼得杜拉克，2009），其稱為「知識科技」（the 

knowledge technologies）。有別於資本與工業，人類進入了第三波，以知識

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結構，而知識的價值也已凌駕在傳統如資本、土地與勞

力等發展因素之上。在知識經濟的需求下，教育活動不能只限於各自為政

的靜態活動，而必須產生自我學習和創新的能力，因此，教育在知識經濟

上所扮演的角色必須是動態的是成長的。基於此，學習型組織與知識管理

的理念就必須引入教育中（秦夢群，2002）。此外教師的工作，本質上即為

一傳授知識，為不折不扣之知識工作者。在知識經濟時代中，教育工作人

員，唯有隨時接受新資訊與技能，充分掌握科技之發展，才能提昇個人的

受雇力(王保進，2001)。此外，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誰能掌握新的知識、

活的知識就有優勢的力量、亦可掌握競爭的未來(吳清山，2001)。教師在此

時代中，在學習與創新知識的速度上皆受到更緊迫的要求，誰的知識更新

速度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誰就是阻礙進步的包袱，誰就應該成為被改革的

對象(陳美玉，2002)。在知識不斷倍增的今天，教師靠一本書、一支粉筆、

一張嘴的時代已經過去，教師對於知識的儲存與應用即自身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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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nagement）的能力已決定教師能否成為一成功與時俱進的

現代教師或者為時代所淘汰傳統教師的重要指標。是故探討教師知識管理

的現況及能力為研究者的第一個動機。 

在數位科技發達的今日，資訊科技改變我們人類的生活已是無法避免，

而且我們可以預測這改變會與日俱增。而運用資訊設備以儲存管理知識，

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能力。研究者目前為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兼任教

務主任工作，發現現階段不論中央及地方的教育政策中，資訊教育皆為重

點施政及重要教育目標。行政院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四年五千

億計畫，教育部特別提出「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71

億元經費(教育部電子報)，計畫中以「教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品質」列

為重要目標。執行的內容為建置國民中小學「多功能 e化專科教室」、「多

功能 e化數位教室」、「班級ｅ化教學設備」、「建置多媒體互動教師學習中

心」…等，以上皆與教師的資訊素養與實際運用在教學上有重要關連。桃

園縣政府為邁向 2020年桃園國際航空城訂定教育計畫，計畫中發表之「桃

園縣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教育白皮書」載明

其對資訊教育之重視。其推動策略中以「提昇教師 ICT教育素養」列為第

二項之具體目標，實施內容包含辦理教師 ICT專業進修、推動資訊融入教

學及辦理教師資訊能力認證，而多項子計畫已陸續拓展實施當中。足見政

府各部門皆視資訊教育為重要教育目標，而推動資訊教育除設備的建置外，

以教師資訊素養的提昇為首要。身為今日教師，操作及使用資訊設備已不

能算是一種專長，而是人人應具備的能力。研究指出，教師的教學資訊素

養能力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簡木全，2003；塗淑君，2007)。因此，探討

教師教學資訊素養（teaching-information literacy）的現況及能力，為本研究

的第二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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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一種師生互動的歷程，學習的主體雖然是學生，然而教師卻掌

控了整個教學活動的進行。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目標，學習成效品質是否良

好，都取決於教師的教學效能。教學效能的研究可以指出一位優質教師必

備的條件為何？提供為人師者有效能的教學應著重的策略和技巧。此外教

學效能的研究同時提供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認知結構及內隱性信念（林進

財，2002），讓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內省自己的教學參考架構，隨時調整教

學方式與策略，並進而強化自己的內在學習動機，激發學習者對學習的興

趣。所以教學效能是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成就，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所該

重視的課題。因此，探討目前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學效能的現況，為本研究

的第三個動機。 

知識管理主要區分為兩種觀點(王如哲，2000)，第一種觀點為「資訊的

管理」，知識等同於可在資訊系統中加上指認並掌握的對象。另一種觀點是

「人員的管理」，指人認知歷程的持續改變，知識是程序、複雜的動態技能、

知道如何…等能力。亦指傳統上人的知識管理再加上資訊時代的資訊管理

的結合，已成為現代知識管理的新趨勢。回顧文獻在國內碩博士論文系統

查詢中，對於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研究為數不少，另外對於教師資

訊素養或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研究亦多見，但結合知識管理與資訊

素養對教學效能的研究探討尚未發現。亦有學者在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

研究後，提出將資訊科技層面獨立出來加以探討的建議（王建智，2003；

吳修瑋，2006）。在現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與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下，

知識的傳遞、獲得透過了資訊科技打破了時空的限制，教師的教學型態與

策略也因此發生了改變。因此了解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

能的關係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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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分析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 

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

教學效能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三者間的

相關情形。 

四、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於教學效能的預測

力情形。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桃園縣國小提升教師知識管理、教學

資訊素養與增進教學效能之參考。 

貳貳貳貳、、、、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依據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前述研究目的，研究者提出下列研究問題，說明

如下: 

一、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現況為何? 

二、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個人不同背景變項、學校規模變項與教師知識管

理、教學資訊素養、教學效能之差異情形為何?  

三、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能力、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其彼此

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 

四、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是否具有預

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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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變項有「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

效能」，其意義界定如下: 

壹壹壹壹、、、、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 

    教師知識管理的意涵，指教師對於教育專業及教學教材、教法等知識，

透過個人知識管理的模式並與組織知識管理系統交互流通，以提昇個人教學

知能，促進專業成長並提昇組織效能。本研究將知識管理的內涵分為知識的

獲得、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分享及知識的創新五個面向

（俞國華，2002），茲分述如下： 

一、知識的獲得：指學校的組織及成員可藉由多種方式獲取所需要的知

識，從過去的基礎經驗中學習，然後不斷的擴充及累積。 

二、知識的儲存：個人以各種模式及機制蓄積知識，分門別類有系統的

留於組織及成員之間，以方便其他成員及個人的擷取與再次使用。 

三、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在知識螺旋的過程中，各種外顯知識及內隱知

識不斷的交互作用，成為個人的新知識，並且應用在日後生涯中，

如此知識才有其實務上的價值。 

四、知識的分享：組織知識更必須建立在樂於溝通分享的組織文化與分

享平台，尤其利用現代資訊科技和網路的便利，讓知識能夠轉移及

分享，才能將知識擴散。 

五、知識的創新：個人必須隨時反省批判，不固守自己的既有思考及知

識常模，而且不斷的思考創新的方法，才能在立足在知識經濟的時

代。但知識的創新必須建立在既有知識的豐盛累積之後，故專業成

長是教師生涯不可間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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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指的教師知識管理是指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知識管理量表的得

分情形。國民小學教師在本量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其教師知識管理的情形愈

好。 

 

貳貳貳貳、、、、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資訊素養資訊素養資訊素養資訊素養 

教學資訊素養資訊的意涵，指教師在教學的前、中、後過程，運用電腦、

網際網路及周邊資訊科技設備，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教學中，以協助教師

教材準備，並於課堂中呈現教材內容，提供多元互動的學習模式，以提昇學

生學習成效。其內涵共分為：一、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二、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三、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等三個層面（塗淑君，

2007），茲分述如下： 

一、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教師熟悉各種資訊設備的使用及操作，

在教學過程中，能直接利用各種資訊設備以進行教學活動。如能利

用相關的 CAI軟體、下載網路教材或使用線上教材來做各種輔助教

學活動的能力。 

二、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教師能利用各種資訊科技的特性與優

勢加以整合後，來製作相關電子教材或學習網站，藉以呈現教師教

學的內容；或能利用網路上相關資訊，整合成教學資源來設計教材，

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提高教學成效。 

三、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教師指導學生使用資訊設備及網際網

路來自我學習，藉以加深加廣相關學習活動，學生並能使用的資訊

科技及網路來完成指定的作業、發表自己的作品，以展現學生之學

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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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指的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是指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教學資訊素養

量表的得分情形。國民小學教師在本量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其教師教學資訊

素養的情形愈好。 

 

參參參參、、、、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教學效能 

教學效能是指教師以個人自我教學信念為核心，為學生學習成效為考量，

在教學活動中所設計與實施的一連串有效的教學活動，共分為：一、教學效

能自我信念；二、系統呈現教材內容；三、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四、有效運

用教學時間；五、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六、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等六個向度（陳

木金，1997），茲分述如下： 

一、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指教師在教學工作時，其自身對所具有的能力，

以及對學生學習成效的一種主觀的評價。 

二、系統呈現教材內容：指教師在教學時，對於教材內容的熟悉和準備程

度，教師能夠明確傳達教學內容，提供學生能了解的知識，清楚地教

導教材內容。 

三、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指教師在教學時，採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及方法，

並根據學生學習的情況適時修正，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學維持注意

力，維持良好師生互動，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 

四、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教師在教室教學時，根據教學計畫，有效運用教

學時間，維持流暢的步調，使學生能充分的學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

效果。 

五、建立和諧師生關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時，能以幽默親和等個人特質，

建立和諧信任的師生關係，並且重視學生個別反應與需求，增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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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的效果。 

六、營造良好班級氣氛：教師在教室教學時，運用各種班級經營的技巧與

方式，讓學生感受到友善的班級氣氛，並能適時有效的輔導及處理各

種學生問題，讓教學效能有更大的發揮。 

本研究所指的教師教學效能是指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師教學效能評鑑量表

的得分情形。國民小學教師在本量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其教師教學效能的情

形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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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合格教師為主要對象，包含兼任之主任及

組長，不含代理代課、專長聘任及鐘點教師，總共抽取50所公立學校之教師

為施測研究對象。 

二二二二、、、、研究時間研究時間研究時間研究時間 

以九十八學年度現況資料為依據。 

三三三三、、、、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 

本研究抽樣方式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依學校班級數分層，抽取 12班以

下學校抽取 16所，13班至 24班學校抽取 10所，25班至 48班學校抽取 15

所，49班以上學校抽取 9所。 

不同層級抽樣人數為：12班以下學校，每校抽取 6位；13-24班以下學

校，每校抽取 10位；25-48班以下學校，每校抽取 15位；49班以上學校，

每校抽取 20位，合計發出問卷數為 601份。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一一一、、、、就研究就研究就研究就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而言而言而言而言 

本研究以桃園縣50所國民小學為對象，以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及研究，主

要是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三者之現況，

再深究其間的關聯性，以歸納結論供學校及教育主管作政策的參考。限於研

究的人力、物力及時間，本研究以桃園縣教師為對象，在研究結果的解釋上

受到地區限制，因此在研究結論的解釋及推論上恐有受限之虞。 

二二二二、、、、就研究工具而言就研究工具而言就研究工具而言就研究工具而言 

本問卷所參考的文獻資料，包括相關專書著作、中英文期刊、博碩士論

文(摘要)、中文教育類相關期刊、各類網路資料庫等查詢系統之相關資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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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物力及時間等限制，係以問卷方式進行施測，並未以訪談或開放式問

卷進行補強，恐將無法全然測出受試者內心真正需求，而造成施測結果的誤

差。 

三三三三、、、、就研究變項而言就研究變項而言就研究變項而言就研究變項而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

係，屬於相關研究。影響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因

素很多，背景變項無法涵蓋所有因素，其他可能影響者亦未納入本研究變項

中。 

四四四四、、、、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採用的問卷調查法，本是基於期望透過填答者的客觀陳述事實作

為分析之基礎，雖有其優點，可對於相關的主題作適當的推論。但由於填答

者個人的主觀判斷，將影響填答的真實及客觀性，如填答者對於問題語意不

清或不明瞭時，無法予以當面解釋的機會，恐造成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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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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現

況及其關係。為清楚研究主題，建立研究架構，先進行文獻探討。本章分為

三節，第一節為知識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第二節為教學資訊素養之相關

理論與研究；第三節為教學效能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知識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知識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知識經濟時代中，學校在追求改革與創新的策略中，知識管理所提供組

織管理的新思維，有其實用價值（吳清山、黃旭鈞，2006）。Sallis 和Jones

（2002）指出教育界必須重視知識管理的必要性有下列八點：1、快速回應新

經濟理念和企業模式之需求；2、科技不斷的加速變遷；3、服務與產品的快

速創新且包含更多的知識內容；4、全球化的市場以及競爭；5、領導和管理

議題的挑戰，且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困難；6、快速改變的挑戰意味著組織的知

識基礎必須更加敏銳；7、終身學習的需求，組織成員知識創造和知識分享；

8、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越形複雜要求也增多。上述八點明確的陳述了

一向處於保守封閉的學校境所面臨的挑戰。學校本質即是傳遞和生產知識的

教育場所，如何在學校的環境中，建構組織和個人的知識管理系統，將是在

以知識為競爭的社會中刻不容緩的議題。本節將從知識管理的定義、知識管

理的模式、教師知識管理的意涵和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等層面來探討，茲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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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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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知識的定義與分類知識的定義與分類知識的定義與分類知識的定義與分類 

知識為知識管理的基礎。而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知識

（knowledge）與智慧（wisdom）是吾人常提及與知識有關的四個概念，其應

有層次上的差別。依勤業管理顧問公司（Arthur Anderson）定義如下（引自

邱馨儀，2006）：（一）資料：是已知事實的最低層次，本身並沒有意義，

它必須被分類、聚集、分析和解釋。（二）資訊：是把資料視為題材，經過

經驗與構思，有目的地加以脈絡的整理，藉以傳達某種訊息。（三）知識：

是一種藉由分析資訊來掌握先機的能力，它與信念、承諾有關，是人們在從

事知識的整合、抉擇、學習、判斷時重要的關鍵要素。（四）智慧：是以知

識為根基，運用個人的應用能力、實踐能力，經過多次累積以獲得評估知識

的直觀能力，創造價值的泉源。吳清山和黃旭鈞（2000）表示資料、資訊、

知識及智慧的為由低到高的階層及價值，知識管理中所要管理與強調的應是

價值性較高的知識和智慧。 

是故以廣義而言，資料、資訊、知識、智慧都可稱為知識的範疇，但惟

有透過知識管理的歷程，才能將原本較無法顯示意義的資料和資訊轉化為有

價值的知識和智慧。而對於知識的定義，茲列舉一些學者的觀點，以做為定

義知識的依據。 

    根據劍橋字典解釋「知識」為一個人經由經驗或學習而得到對一個主題

的了解和資訊，它是存於人們心中或是廣泛地被人們所知道。廣泛地被人們

所知道應是所謂「常識」，是一般常和「知識」的混用，我們所言之知識應

是個人心中所存者。如印度古諺所謂「知識是真知的洞見，非眼中所見」

（knowledge is the true organ of sight, not the eyes），即指知識和泛泛資訊的不

同。 

西方聖哲柏拉圖（Plato）認為知識為合理的真實信仰（justified true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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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ka, I. & Takeuchi H.，1995） 

Beckman（1997）認為知識是對資訊和資料的一種邏輯推理，能夠提昇

人類的決策、工作、學習和問題解決的績效。 

俞國華（2001）認為知識乃個體經由與環境互動後，所累積出來的一種「知」

的狀態，其具有隨時間或地點變動的可能性，且不易經由符號傳達。 

吳政達（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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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從資訊產生行動

的能力，包括判斷力、專業知識和技術，通常需要協同工作才能更好地加以

利用。 

周錫欽（2005）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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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盈霏（2006）認為知識是人類的創造物，統合多種心理能力，累積所知

的，並且知道的透徹周全，清楚明白，才形成知識。 

吳修瑋（2006）定義知識為廣泛地存在於個體與組織中，它是一種有價值

且具有結構性經驗的綜合體，透過系統化的程序不斷地以評估與取得、清查

與儲存、流通與應用、整合與分享、保護與創新等方式進行改變與演化。 

吳佳怡（2008）認為知識係一種結構化與未結構化資訊與經驗的流動綜合

體，可互相傳遞與共享，更會隨時間演化而改變，具價值性且有多元的呈現

方式。 

    綜合以上各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知識定義為將資訊根據經驗而產生的將資訊根據經驗而產生的將資訊根據經驗而產生的將資訊根據經驗而產生的

主觀認定主觀認定主觀認定主觀認定，，，，當在面對不同的環境時所做的價值判斷當在面對不同的環境時所做的價值判斷當在面對不同的環境時所做的價值判斷當在面對不同的環境時所做的價值判斷，，，，它可累積它可累積它可累積它可累積、、、、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與擴散與擴散與擴散與擴散，，，，不斷產生新的價值不斷產生新的價值不斷產生新的價值不斷產生新的價值，，，，也決定了人的思考與行動也決定了人的思考與行動也決定了人的思考與行動也決定了人的思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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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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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學者對於知識管理一詞有多面向的解釋，茲將各學者對知識管理

所下的定義，整理如下： 

    Bassi（1997）認為知識管理是創造、收集和應用知識來改善組織執行效

率的過程。 

Snowden（2000）知識管理是智慧資產的確認、最優質與積極管理，而智

慧資產包括人為產物具有的顯性知識或是個人、群眾擁有的隱性知識。 

    Hoven（引自吳修瑋，2006）對於組織中所察覺、發現和習得知識的專業

行政管理，經由蒐集、整合、組織、分析和分享組織的知識，使知識能夠得

到利用，並採取有效的行動，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張明輝（2001）認為知識管理係指組織運用資訊科技等方法，並配合組

織文化、組織結構等特性，對組織中的知識進行蒐集、組織、儲存、轉換、

分享及運用的過程，經由上述過程促進組織不斷創新及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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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文堅（2002）認為知識管理係指藉由管理的機制，利用組織內外之內

隱與外顯知識，配合組織文化、領導、資訊科技等因素的互動，以有效運作

知識取得、分享、應用與創新等之流程。 

吳清山、林天祐（2004）認為知識管理係將組織內部的資訊和成員，做

有效的管理與整合，經由組織共享、轉化、擴散等方式，成為團體制度化的

知識，進而促進知識的不斷創新，以增加組織資產，擴增組織的財富和創造

組織的智慧。 

蔡淑敏、曾燦燈、李元墩（2004）定義學校知識管理乃學校組織將知識

視為一種可管理的資產，結合電腦資訊科技管理與應用，並結合領導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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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績效考評等知識管理促動要素之協助，將學校組織內外各種可得

的有形、無形知識與經驗加以有效地取得、儲存、分享、應用以及創新的一

連串循環流程，藉此使學校組織中各種有形、無形的知識與經驗能不斷的傳

承與創新，組織成員們彼此不斷相互學習、分享、成長，並適時取得有需的

知識經驗以達成組織目標，提昇組織整體因應外在環境變遷的能力，並加強

組織的經營管理與效能，及不斷提昇自我改造的動力。 

周錫欽（2005）定義知識管理為將組織內、外的資訊和人員加以整合管

理，透過領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績麥管理等因素之促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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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修瑋（2006）認為知識管理其意義可就組織及個人兩層面來說明: 

就組織層面而言，知識管理為組織將資訊和人員作有效的管理和整合的

一種策略，組織藉由建立資料庫及鼓勵成員間的多元分享與相互學習，進而

將知識應用在教育實務上。 

就個人層面而言，知識管理可視為個體有意的整合、轉化、分類與儲存

資訊（外顯知識）及與同仁相互學習、分享內隱知識的策略，其最終目的乃

促進個人自身全面效能的提昇。 

張盈霏（2006）界定知識管理是涉及個人和組織成員有意識、有系統、 

有計畫將組織內的資訊交予成員作有效的管理與整合，使其促進知識的價值

性及實用性，以進行知識資產的取得、儲存、分享與創新和運用的能力，來

提昇個人及組織成員的智慧，協助成員組織執行有效任務的活動。 

邱馨儀（2006）認為知識理是將存在於組織外部與組織成員之中未顯化

的知識或經驗，透過知識蒐集、整理、儲存、分享和創新的處理過程，將已

有的知識保存、累積、系統化與制度化，並持續修正、轉化與創新。透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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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程，使組織能採取有效的決和行動策略，進而增加組織資產、擴增組織

財富、提昇組織智慧和達成組織目標。 

吳佳怡（2008）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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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同時不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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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目的為促進個人與組織的表現，提升績效、維持

優勢並永續發展。 

    張明風（2009）亦將知識管理分為組織及個人層面，組織層面的知識管

理係經由系統化的策略和過程，讓成員知識與組織知識產生交互作用與交流，

並根據組織成員之需求，利用資訊科技有效處理、掌握組織內所具備之知識，

並經過知識外化及內化的管理循環，以進行知識創新並提高組織的生產力與

創新能力；個人的知識管理則是透過資訊科技的運用，資訊的搜集、整理、

分析，及知識的分享和創造的過程，使原有的知識不斷地修正及有效地轉化

並產生新的知識。 

    綜合以上所述，知識管理可分為個人及組織兩層面。個人層面之知識管

理，本研究定義為個人有意識的感知組織和外在的顯性或隱性知識個人有意識的感知組織和外在的顯性或隱性知識個人有意識的感知組織和外在的顯性或隱性知識個人有意識的感知組織和外在的顯性或隱性知識，，，，透過資透過資透過資透過資

訊工具的獲取與學習的歷程訊工具的獲取與學習的歷程訊工具的獲取與學習的歷程訊工具的獲取與學習的歷程，，，，將知識分類儲存或內化為心智模式將知識分類儲存或內化為心智模式將知識分類儲存或內化為心智模式將知識分類儲存或內化為心智模式，，，，進而修正進而修正進而修正進而修正、、、、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創新及增能創新及增能創新及增能創新及增能，，，，獲得個人的成長及專業知能的提昇獲得個人的成長及專業知能的提昇獲得個人的成長及專業知能的提昇獲得個人的成長及專業知能的提昇。。。。組織層面的知識管

理，本研究定義為組織運用系統化的策略及設施組織運用系統化的策略及設施組織運用系統化的策略及設施組織運用系統化的策略及設施，，，，讓組織成員的顯性知識及讓組織成員的顯性知識及讓組織成員的顯性知識及讓組織成員的顯性知識及

隱性知識能充份的流通及分享隱性知識能充份的流通及分享隱性知識能充份的流通及分享隱性知識能充份的流通及分享，，，，讓成員能不斷學習及增能讓成員能不斷學習及增能讓成員能不斷學習及增能讓成員能不斷學習及增能，，，，以擴增組織知識以擴增組織知識以擴增組織知識以擴增組織知識，，，，

提昇組織的競爭力提昇組織的競爭力提昇組織的競爭力提昇組織的競爭力。。。。 

雖然組織的知識管理是個人獲取知識的重要來源，然而本研究旨在探討

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取向偏重在個人層面偏重在個人層面偏重在個人層面偏重在個人層面，

以教師個人的知識管理為主要探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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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知識管理的理論知識管理的理論知識管理的理論知識管理的理論 

一、Nonaka 和 Takeuchi組織知識創造理論 

Nonaka 和 Takeuchi引進顯性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和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揭開了研究知識管理的序幕（王如哲，2000）。兩位日本

學者在＜知識創造公司-日本公司如何產生創新的動力＞（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一書中所提出的「隱性知識、顯性知識」以及「知識螺旋」（knowledge 

spiral）來說明。 

1、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 

顯性知識是正式的知識，指使用包含數字或圖形的清晰語言，來敘明意

義之整組資訊，通常外顯知識是正式的、有系統的知識，可溝通或分享；隱

性知識是個人內隱，與個人經驗緊緊相扣，諸如直覺、未清楚敘明的心智模

式和擁有之技術能力，其不易表達或與他人分享，是深植在個人內心而左右

人的思考和行為。此兩種知識是互為補充之實體，彼此互動而且有可能會透

過個人或集體人員的創意活動，將其中一類轉化為另一類。其交互作用形成

四種知識轉化方式：共同化、外化、連結和內化，如圖 2-1所示： 

 

圖 2-1 知識的轉化方式: 

 隱性知識 隱性知識  

隱性知識  
共同化 

socialization 

外化 

externalization 
顯性知識 

隱性知識  內化 

internalization 

連結 

combination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  

圖 2-1四種知識轉換方式 

資料來源：王如哲(2000)。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應用。台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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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識螺旋 

上述四種知識轉換的方式可創造知識即形成所謂知識螺旋。而組織的知

識是組織內個體知識的總和，組織知識的創造即是一種螺旋的過程。其中，

個人的內隱知識是創造組織知識的基礎，在組織內，個人的內隱知識經由上

述四種知識轉換模型，通常由共同化開始，不斷的有外部化、內化、組合等

過程，讓組織知識不斷擴大，此即稱之知識螺旋，而四種過程，簡稱為 SECI

模型（劉京偉譯 Arthur andersen著，2000）。詳見圖 2-2，說明如下： 

（1）共同化：或稱社會化，是由內隱知識轉化為內隱知識，是經由分享

經驗達到創造內隱知識的過程。心智模式和技術性技巧的分享即為此類。個

人可以不透過言語、而透過他人獲得內隱知識。學徒制就是透過觀察、模仿

和練習來學習，而非透過言語。知識分享是一種腦力資源共享的概念，透過

組織成員經驗交流的過程，達到學習創新的效果，此為一種共鳴式的知識。 

（2）外化：是指由內隱知識到外顯知識的過程，係指透過隱喻、類比、

觀念、假設、模擬等方式，將內隱知識表達為外顯觀點的過程。外顯化是知

識創造的關鍵，因為它是由內隱知識中創造出新的、明確的觀念之歷程。在

知識創新的過程中，其組織外化的效果特別顯著。 

（3）連結：是由外顯知識到外顯知識的過程，此種模式的知識轉換，是

結合不同外顯知識而形成，如個人透過文件、會議、電話交談、或是電腦化

的溝通網路交換並結合知識，連結可產生原型、新原件等較為系統性的知識。 

（4）內化：是由外顯知識到內隱知識的過程，它和「邊做邊學」息息相

關，當經驗透過共同化、外化與連結，再進一步內化到個人內隱知識，就成

為有價值的智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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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知識轉換螺旋與自我超越歷程 

 

資料來源：Snowden, D. (2000). A Framework for Creating a Sustainable Programm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Yearbook 1999-2000. London: Caspian. 

 

二、Knapp的知識管理架構 

Knapp認為知識管理包含六項要素，分別為內容（content）、學習（learning）、

評估（measurement）、科技（technology）、文化（culture）及責任（personnal 

responsibility）。 

1、內容：確定知識內容是有價值的，而且是容易蒐尋的。 

2、學習：培養組織成員終身學習與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3、評估：了解組織知識管理的成效，藉由評估顧客滿意度、知識的累積、

加速知識分享的效率、更人性可親性（accessibility）等指標。 

4、科技：發展連結組織個人與團隊合作的科技工具，包括：網路瀏覽器、

搜尋引擎和儲存資料的技術。 

5、文化：組織文化要有信任與合作的氛圍。 

6、責任：每位組織成員要有參與創造知識的責任，建立分享的環境。 

外 化 

隱性知識 隱性知識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 

顯
性

知
識

 

共同化 

隱
性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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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知

識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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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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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連 結 內 化 

i :個人 

g:團體 

o: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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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業（Arthur Andersen）顧問管理公司的知識管理架構 

                 在Arthur Andersen所出版的「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中提出知識管

理的公式，如下: 

         KM=（P+I）S 

          KM 代表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P  代表人 People 
          +  代表科技 Technology 
          I  代表資訊 Information 
          S  代表分享 Share 

這個公式的顯示知識管理中，特別需強調科技和分享的意義。科

技讓人和資訊更緊密的結合，更方便人的使用；而分享更能以倍速的

成果，讓知識管理加速建構組織的知識。 

四廖春文（2001）知識管理的知識轉化歷程 

廖春文將知識管理中所面對的資料、資訊、知識及智慧，依其特質加以

整理，可以針對其轉化的策略，描繪如圖2-3所示: 

圖2-3 知識管理的知識轉化歷程圖 

 

資料來源：廖春文(2003)。學校本位知識管理模式之建構。臺中師院學報臺中師院學報臺中師院學報臺中師院學報，，，，17(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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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2-3中可知，知識管理過程中，資料的選取、資訊的轉化、知識的整

合，乃至智慧的產生，乃是透過批判性的繼承與創造性的轉化之後，綜合成

個人生活及行動的智慧，此種知識是一種活化的知識，並且不斷在「異中求

同」、「同中有異」、「理一分殊」、「一本多元」的動態過程中增長，形

成個人獨一無二的特有智慧。 

五、李國光、白榮吉、賴志明（2005）知識的分類及知識管理模式 

  李國光等（2005）將知識分為A型知識和B型知識，「A型知識」指企業

針對經營管理等重大問題，藉由反覆調整的社會化互動後，所形成的共識解，

亦即非結構化的、內隱的動態知識，如企業文化、經營理念等，是組織成員

共同內化而成。而「B型知識」是企業在其專長領域內，所擁有的結構化、外

顯的靜態知識，如生產、行銷、人事、研發等制度與流程。A型知識的起源掌

握在高階主管的認知，具有原則性，以人和組織為主的特質，B型知識屬於方

案落實階段，具備規則性，以事和物為主要特質。知識管理模式可由A、B型

知識的概念再加上垂直構面「知識分享」，再分為知道與不知道兩個動詞，

和水平構面「知識形成」，分成結構化與未結構化兩個名詞，形成如圖2-4知

識管理模式，其四個象限意義分別為： 

1、B型知識：我們知道我們所知道的知識 

2、A型知識：我們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 

3、B’型知識：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知識，為B型知識的變型，當組織龐

大複雜時，員工很容易忘記過去原本擁有的能力，須藉由約束力的控制，以

制度規範員工，且讓員工彼此有進一步交流分享的空間。 

4、A’型知識：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知識，往往是經營過程中意想不到

的事情，相對的也缺乏能力技術去解決，須藉由多群組互動以創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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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A型和B型的知識管理 

 

 知  識  的  形  成  

  結構化 未結構化   

知 
識 
的 
分 
享 

 
知 
道 

B型知識 

藉由教育訓 
練落實之 
 

A型知識 

藉由團體學
習形成之 

  

不 
知 
道 

 
藉由制度規範
交流之 
 
B’型知識 

 
藉由多元群組
互動創新之 
 
A’型知識 

  

      

 

 

資料來源：李國光、白榮吉、賴志明(2005)。電子化企業年代下策略知識管理架構

建立之研究。電子商務研究電子商務研究電子商務研究電子商務研究，，，，3(4)，359-380。 

由以上模式可知，B與B’型知識是組織的關鍵成功知識，A與A’型知識是

處於未結構化和複雜系統中，卻是組織是否能解決危機的重要知識。這個知

識的定義和管理的模式，是系統化思考Nonaka 和 Takeuchi的模式，應用於

實際組織中所發展出來的，對於發展組織知識管理及定位個人在組織知識管

理中的角色有其深遠的啟示。 

綜合以上知識管理模式的探討，知識管理乃是組織或個人知識系統化過

程的探討，基本上即是從知識的獲得、儲存、應用、分享、創新等核心過程

的運作，然而不同的組織及個人所注重層面有異，然所呈現的結果也截然不

同，透過對知識管理模式的探討，將可更釐清個人或組織的知識管理模式，

從而修正調整，以產生更大的知識效能。 

 
參參參參、、、、教師知識管理之意涵教師知識管理之意涵教師知識管理之意涵教師知識管理之意涵 

教育領域吸取企業界的管理策略，以增進學校的效能，是近年來教育現

我們知道我們

所知道的 

我們知道我們

所不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我

們所不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我

們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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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常見的趨勢，如全面品質管理、績效責任、標竿學習、六個標準差以及眾

多的領導理論等。學習商業企管精神正是教育領域在面對全球化以及資訊化

快速變遷的環境下所應有的生存之道。而知識管理從1990年代起在企業界引

起的風潮，對從事知識傳遞及創新工作的教師而言，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 

學校若能發揮知識管理的策略及功能，建構知識分享的平台，讓教師的

顯性知識更快速的傳遞與分享，擴大教師教學的知識範圍，更重要的是教師

將隱性知識轉化成可讓其他組織成員分享的無形資產，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

機會營造，成員能夠不吝分享教學技巧、經驗等最核心的教學價值，如此正

向的知識螺旋，最後將有助於教師專業知能的提昇。 

而有關教師知識管理的意義，茲將部份學者定義節錄如下： 

俞國華（2002）則指出教師知識管理係指教師利用知識的獲得、知識的

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分享及知識教創新等策略，管理隱性知識

與顯性知識的過程，其目標除了教育新知識增加之外，更希望進一步達成教

師專業成長、教學效能提昇等理想。 

黃景文（2005）將教師資訊管理分為個人層面與組織層面。個人層面的

教師知識管理乃是透過教師的實踐與反省，將其專業技藝、經驗與知識內隱

化與外顯化的循環精進歷程。組織層面的教師知識管理則是透過知識分享、

批判、應用與轉化的歷程，以促進教師們之間的教學實務知識的成長、創新

與價值。 

吳修瑋（2006）認為教師知識管理即教師透過一系列妥善管理知識的活

動，而使得個人的教學知能能夠不斷增進的歷程。 

邱馨儀（2006）定義教師知識管理為教師透過所見、所知資訊和整合資

料的過程來了解事物，並將資料轉化為知識，提昇為智慧的一個過程。換言

之，教師知識管理即是教師透過知識的取得、儲存、分享與創新的方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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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在組織中的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以便有系統、有組織地運用知識

去創造新知識的歷程。其內涵包括：知識取得、知識儲存、知識分享、知識

創新等向度。 

許翠珠（2007）認為教師知識管理為教師透過一系列妥善管理知識的活

動，使得個人教學知能能夠不斷增的歷程，包括知識的取得、知識的儲存、

知識的分享、知識的創新及知識的應用等五個層面。 

根據上述學者的定義及研究者自行對知識的管理的定義，本研究將教師

知識管理定義為教師對於教育專業及教學教材教師對於教育專業及教學教材教師對於教育專業及教學教材教師對於教育專業及教學教材、、、、教法等知識教法等知識教法等知識教法等知識，，，，透過個人知識透過個人知識透過個人知識透過個人知識

管理的模式並與組織知識管理系統交互流通管理的模式並與組織知識管理系統交互流通管理的模式並與組織知識管理系統交互流通管理的模式並與組織知識管理系統交互流通，，，，以提昇個人教學知能以提昇個人教學知能以提昇個人教學知能以提昇個人教學知能，，，，促進專促進專促進專促進專

業成長並提昇組織效能業成長並提昇組織效能業成長並提昇組織效能業成長並提昇組織效能。。。。 

 

肆肆肆肆、、、、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 

知識管理仍為近年來教育界熱門議題，國內教育學者對於教師知識管理

之相關研究仍不斷累積，並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茲整理近五年與本研究相同

之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相關研究如表2-1。 

表2-1 國內針對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陳亮君 

（2005） 

台北市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與創新教

學之研究 

一、「41 ~ 50歲」教師之整體知識管理能力顯著優
於「30歲以下」教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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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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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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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同學校規模、學校歷史之國民小學教師，

其整體知識管理能力並無顯著差異。 
六、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創新教學具有顯著的正

相關。 
七、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對創新教學具有高度預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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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針對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黃景文 

（2005） 

台中市、台中

縣、彰化縣和

南投縣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情緒管理之研究 

一、 年齡、年資同為教師在知識管理與情緒管理
上呈現差異的主要變項。 

二、 教師知識管理與情緒管理具正相關。 
三、 提昇知識創新的同時，亦能提昇教師知識管
理與情緒管理的能力。 

林靜怡 

（2006） 

臺北縣市公立

國民小學教師                                                                                                                             

知識管理能力與

創意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屬中等表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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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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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創意教學效能各層面及

整體，具有中高度正相關。 
五、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對創意教學效能具有高度

預測力。 

吳修瑋 

（2006） 

台北縣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學效能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中上表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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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性別、服務年資、學

校規模則無明顯影響。 
三、教師教師知識管理越佳則教學效能越佳。 

許翠珠 

（2006） 

高雄市國民小

學教師                                                                                                                             

校長課程領導、

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學效能關係之

研究 

一、大型學校之國小教師有較佳的知識管理。 
二、校長課程領導成效愈佳，有助提升教師知識

管理及教學效能。 
三、教師知識管理愈佳，教學效能愈好。 
四、校長課程領導、教師知識管理能有效預測教

師教學效能。 

陳秀玉 

（2007） 

馬祖地區國

小、國中及高

中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學效能之普查

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及各層面在教師背景變項

之平均數差異小、標準差具一致性。 
二、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三、馬祖地區教師在知識管理工作上遭遇的困境

在於行政支援、教師知識來源管道、資訊設

備使用。 
四、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中，以知識應用對教師

教學效能整體最具解釋力。 

洪東宏 

（2007） 

彰化縣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學校效能之相關

研究 

一、教師都能有知識管理認知與對學校效能情況

有正面評價。 
二、男性、30歲以下、科任教師、新設學校、市
鎮地區之教師對知識管理認知情況較理想。 

三、學校知識管理情形愈佳，學校效能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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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國內針對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黃南碩 

（2007） 

高雄市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師專業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之實踐程度現況屬

於中等以上程度。 
二、部分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教師知識管理的

實踐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三、教師知覺之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師專業具有正

相關，教師知識管理實施程度越高，則其教

師專業的程度也會提升。 
四、教師知識管理之教師知識應用、教師知識創

新與教師知識取得等層面，對其整體教師專

業最具有預測力。 

楊佩瑜 

（2008） 

台中縣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研究 

一、就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與工作滿意度現況

而言，除了知識管理的知識創新外，整體或

各層面皆有中上水準表現。 
二、國小教師之知識管理整體，會因學歷的不同

而有差異。 
三、教師知識管理整體與教師工作滿意度整體之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陳裕強 

（2008） 

澎湖縣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與

專業成長關係之

研究 

一、教師整體知識管理屬中上等級，其中以「知

識應用」的得分最高，以「知識分享」的得

分最低，屬中等程度。 
二、教師不同背景與環境變項對知識管理皆無顯

著差異。 
三、教師知識管理與專業成長間呈高度正相關。 
四、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對整體專業成長具具高

度預測力。 

韋秀英 

（2008） 

臺東縣公立國

民小學校長、

主任、組長與

教師                                                                                                              

學校行政科技化

與教師知識管理

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之實施現況屬於良好程度，並

以「分享增能」層面最佳。 
二、學校行政科技化與教師知識管理具有顯著的

正相關，顯示學校行政科技化愈佳，則教師

知識管理愈佳。 
三、學校行政科技化對教師知識管理具有預測

力，以「組織系統」最具有預測力。 
四、教師知識管理是為學校持續進步發展的動

力。 

汪春玲 

（2008） 

澎湖縣國民中

小學教師                                                                                                                             

教師知識管理能

力與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均屬於中上程度。 
二、研究所以上畢業之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優於大

學/專科畢業之教師。 
三、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均呈高度正相關。 
四、教師知識管理能力的所有層面對於教師教學

效能均具有高度的預測作用，其中以「知識

創新能力」為主要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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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針對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李治果 

（2008） 

桃園縣國民小

學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                                                                                                                             

知識管理、資訊

素養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一、教師知識管理、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的現況

屬中高程度。 
二、教師背景變項為年齡、行政年資及學校規模

項下其知識管理各層面中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教師知識管理、資訊素養與學校效能整體及

各層面中均呈中度正相關。 
四、教師知識管理和資訊素養整體層面而言，以

「資訊整合評鑑」為對學校效能有最大的預

測力。 

資源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本節關於知識管理的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將各學者研究層面頻率

較高者及考慮其適用於國小教師個人之知識管理策略，並參考俞國華（2002）

對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研究，將教師知識管理之層面分為下以五個層面，以

利後續之研究，研究者者各層面內涵定義如下： 

一、知識的獲得： 

    個人知識的獲取和累積，可透過組織成員彼此分享或個人主動的學習新

知來獲取其想要的知識。其方式可包括組織有計畫的安排教師成長進修、建

立分享資料庫機制、教師個人或社群創新思考的研發、外部標竿經驗的學習、

個人專業進修等，利用各種管道獲取其想要的知識，然後不斷的進行累積。 

二、知識的儲存 

    當知識被獲取後，個人必需利用各種模式及機制將需要的知識儲存保留

下來，以利將來的取用及再利用。而組織也可使用有系統的硬體建置，將學

校知識加以分類、建檔、整理及儲存，應用如資料檔案夾、網際網路、電腦

硬碟伺服器的工具，讓組織知識能夠蓄積，並方便組織個別成員能隨時且方

便的擷取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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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當知識被儲存後，個人如何解釋其意義及內化，端視其自身的原有的經

驗及思考模式。如同上述知識螺旋理論所述，經由外顯知識及內隱知識不斷

的交互作用才能消化知識或反思既有知識，成為真正的個人新知識。而此歷

程也隨著教師持續的成長而不斷擴大並且應用在日後生涯中，而此知識才有

實務上的價值。 

四、知識的分享 

從勤業（Arthur Andersen）顧問管理公司的知識管理架構中可知，知識分

享的價值，可讓知識擴展的速度呈倍數的增加。從眾多文獻中可以發現，知

識的分享被公認為知識管理的核心價值所在，因為從管理觀點而言，其乃增

進全體同仁效能的有效策略（俞國華，2001)。故在組織內部，如何建立分享

的機制和文化，尤其利用現代資訊科技和網路的便利，是組織必需重視的重

要課題。 

五、知識的創新 

    面對外在不斷創新求變的環境，個人必須隨時調整步伐，不固守自己的

思考及知識，才能迎接變革的挑戰。教師必須不斷的思考創新的方法，隨時

批判反省既有模式，並可透過組織間同儕的討論，即可創造出新的知識，以

提昇自我效能。但知識的創新必須建立在既有知識的豐盛累積之後，故專業

成長是教師生涯不間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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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學資訊素養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電腦資訊的日新月異與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已改變了人們生活、思考

以及處理事物的模式。電腦及網路的日益普及化，更方便與人性化的軟硬體

設計，不但替人類解決了許多工作上的困難，提高了工作效率，更縮短了人

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為多元且快速。這也使我們每日的

生活離不開電腦，離不開數位的環境。我們身處在學校中，也無處不是數位

的世界，每當學校的電腦無法正常運作或網路的斷線時，我們就能強烈感受

到對它的依賴就像魚離不開水一般了。 

當然，資訊科技所帶來的也給我們教師的角色與功能發生了改變（溫嘉

榮、施文玲、林鳳釵，2004）。科技之於教育，其重要性與日俱增，教學的

形式、課程的內容、學習的範圍與師生的角色，都將因科技的影響而大幅改

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要給孩子的是能帶著走的能力，知識的傳

授已不再是教師工作的重點，如何教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去獲取其欲得到的

知識，進而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是今日知識爆增的社會專業教師應行

之道。是故，教師本身的資訊素養將會是教育下一代成敗的重要關鍵。 

 

壹壹壹壹、、、、資訊素養的意涵資訊素養的意涵資訊素養的意涵資訊素養的意涵 

素養（literacy）一詞是「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

依最原始的定義「素養」表示「一個人能讀和寫」，如19世紀中葉美國，會

簽名就是有素養的人，演變至今素養已由「有」、「無」的二分法，演進為

「程度」上的差異（吳美美，1996）。而本研究定義「素養」為指依時代變指依時代變指依時代變指依時代變

動的需要而不斷演進的能力表現動的需要而不斷演進的能力表現動的需要而不斷演進的能力表現動的需要而不斷演進的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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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一詞最早由美國資訊科學學會（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主席 Zurkowaki於 1974年所提出，其將資訊

素養定義為人們在工作上學習應用資訊資源，並學習技術和技巧以解決問題

的能力。（Spitzer K. L., Eisenberg M. B., Lowe C. A., 1998）。1989年美國圖

書館學會更定義了資訊素養為：一個人有能力去覺察何時有資訊的需求，並

且有能力去尋獲、評估、而且有效能地使用所需要的知識。到了 1992年 Doyle

根據德菲法（Delphi）的研究歸納出資訊素養的能力包括：一、確認精確而完

整的資訊以做明智的抉擇；二、確認所需的資訊；三、本據資訊擬定問題解

決計畫；四、可識別資訊的本質；五、發展成功的搜尋策略；六、使用電腦

或其他科技產品獲得資訊；七、評估資訊；八、組織資訊於實際應用上；九、

整合新資訊於既有知識基礎中；十、關鍵思考解決問題的使用資訊。 

    由以上資訊素養定義的歷史來看，資訊素養能力的定義已是一種全面的

問題解決能力，包括認知自我的需求，分析問題提出解決計畫、研究方法及

最後能使用技能來解決問題。有關各學者對資訊素養的定義，擇其要者分述

如下： 

吳麗花（2002）定義資訊素養為廣義之資訊素養，其內涵包含三種層面： 

一、「覺知」：面臨問題解決時，對資訊需求及資訊可能來源的覺知。 

二、「蒐集」：對可能資訊的來源進行實際探尋、蒐集的行動。 

三、「決策」：就所蒐集的所有資訊，做綜合的整理、分析、研判，去蕪存

菁，作為決策採用依據。 

簡木全（2003）將資訊素養之意義歸為 computer九項內容，分為是： 

一、 資訊素養是一種溝通（connect）：能將資訊與環境作合理的溝通。 

二、 資訊素養是一種組織（organize）：能將資訊做有效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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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素養是一種管理（manage）：能將資訊作有效的管理。 

四、 資訊素養是一種力量（power）：能將資訊視為是一種能力。 

五、 資訊素養是一種應用（use）：能將資訊應用於問題的解決。 

六、 資訊素養是一種轉換（transfer）：能將資訊轉換傳送給需要的使用者。 

七、 資訊素養是一種評估（evaluate）：能將資訊的價值性做有效的評估。 

八、 資訊素養是一種尊重（respect）：能將資訊及作者做最大的尊重。 

九、 資訊素養是一種分享（share）：能將資訊做有意義的分享。 

而將以上九項意義的第一個英文字連接即為「computer」一字。 

白慧如（2004）資訊素養指具備資訊的知識與技能，能夠操作資訊軟硬

體應用於工作或日常生活中，並對有效的資訊加以蒐集、整理、評鑑及利用

資訊的能力。 

楊富全 （2006）定義資訊素養是利用資訊科技媒體解決問題的一種綜合

能力，包括傳統的讀、寫、算能力、操作電腦資訊媒體的能力、對大眾媒體

理解與批判的能力，以及網際網路的使用能力，一個資訊素養者需具備上述

四種能力並能有效運用以解決問題。 

林旻賜 （2007）認為資訊素養包含認知、技能、情意三個層面: 

一、 認知：對資訊的覺知，瞭解資訊科技對生活上的衝突、影響與其功能，

能體認到主動充實資訊科技技新知的重要。 

二、 技能：熟悉電腦軟硬體操作能力、視聽媒體使用與網路應用能力，需

要資訊時，具主動檢索、評估、組織與應用的能力。 

三、 情意：對資訊科技的使用具有主動性與意願性和對資訊科技效能的評

價、看法，以及對於自我的資訊行為具有的批判反省能力。 

張明風 （2009）將資訊素養定義為能有效認知、搜尋、評估及利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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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效處理及運用資訊，進而協助處理、解決生活及工作問題的關鍵能力。 

綜合以上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資訊素養定義為使用資訊科技的統整能使用資訊科技的統整能使用資訊科技的統整能使用資訊科技的統整能

力力力力，，，，以電腦及網路軟硬體以電腦及網路軟硬體以電腦及網路軟硬體以電腦及網路軟硬體、、、、資訊週邊設備的操作能力為主資訊週邊設備的操作能力為主資訊週邊設備的操作能力為主資訊週邊設備的操作能力為主，，，，能應用於工作休能應用於工作休能應用於工作休能應用於工作休

閒及日常生活中閒及日常生活中閒及日常生活中閒及日常生活中，，，，得以獲得資訊得以獲得資訊得以獲得資訊得以獲得資訊、、、、與人溝通與人溝通與人溝通與人溝通、、、、提昇工作效率提昇工作效率提昇工作效率提昇工作效率、、、、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貳貳貳貳、、、、教師資訊素養的意涵教師資訊素養的意涵教師資訊素養的意涵教師資訊素養的意涵 

目前國內中小學教育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當中，強調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特別提出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而其中「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應用

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與「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等能力都

與資訊的運用有關。如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幫助學習或培養學生資訊科

技的應用能力，都與教師本身的資訊素養息息相關。 

教師資訊素養為教師運用本身的資訊整合能力，將各種資訊設施融入於

教學活動中，提高學習成效，並藉助本身的資訊素養與設備，幫助學生有效

學習。而其內涵，茲整理相關學者歸納如下: 

一、教師資訊素養的內涵方面 

美國國際社會教育科技組織（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ISTE），提出「教育科技標準指標」供教師瞭解教育科技的重點

（引自朱耀明，2004），茲說明如下： 

（一）教師必須具備科技的操作能力與概念。 

1.具備教學相關科技的基本知識、技能。 

2.隨著科技的持續成長，需隨時更新與具備科技的知識與技能。 

（二）用科技規劃有效的學習環境及提供學習經驗。 

1.設計提供合適的學習機會，運用科技相關教學策略，滿足各式的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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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2.在規劃學習環上，應運用科技在教學運用的最新研究境。 

3.能找到科技的資源並評量選用適當的科技。 

4.在學習的活動中，計畫和管理科技的相關資源。 

5.妥善利用科技建立適合管理學生學習的環境。 

（三）教師從事教學計畫時，應妥善選用科技相關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來提

升學生學習成果。 

1.促進有用的科技學習經驗，並達到課程標準與科技標準要求。 

2.運用科技支援學習者中心的策略以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3.運用科技培養學生發展高層次的技能與創造力。 

4.運用科技管理學生的學習活動。 

（四）教師運用科技從事各種有效的評量策略 

1.運用科技及評量策略評量學生的學習。 

2.運用科技資源蒐集和分析資料，解釋結果，並將資料分析的結論與發 

現改進教學，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3.運用多元評量去瞭解學生是否妥善運用科技資源進行學習的相關活動。 

（五）教師運用科技促進他們的生產力和專業發展 

1.教師運用科技從事專業成長及終身學習。 

2.在專業成長上持續評估與選擇妥善科技以促進學生學習。 

3.運用科技進行溝通及和同事、父母、及社區以妥善照顧學生的學習。 

（六）教師瞭解科技在社會、倫理、法律、和人性的各種考量，並用於實際

教學。 

1.合法運用科技，並教導學生科技相關的法規及倫理規範。 

2.運用科技資源增強不同背景、特質及能力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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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認和使用多樣的科技資源。 

4.倡導安全和健康的使用科技資源。 

5.為每位學生安排平等公正的機會接觸科技。 

吳雲道（2006）將教師資訊素養分為四個層面： 

（一）資訊認知：認識電腦之基本軟硬體設備及運作原理、瞭解電腦的功能

與應用範圍。 

（二）資訊操作：具有電腦硬體的相關知識、電腦硬體維修能力、系統化管

理教學應用軟體（書籍、光碟、軟體）及訂定教室電腦、行政電腦使用

規則的能力。 

（三）資訊整合應用：能運用電腦科技處理教學及學習上的事務、引導學生

從事分析應用於學習上。 

（四）資訊倫理：建立使用軟硬體的道德觀、平等觀、智慧財產權等觀念。 

林旻賜（2007）認為教師資訊素養包括： 

（一）資訊科技認知：對電腦的瞭解、資訊科技對社會環境衝擊及使用軟硬

體應有的態度、禮節相關知識。 

（二）軟硬體操作能力：熟悉電腦套裝軟體、硬體設備的操作能力，有效應

用於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務上。 

（三）網路應用能力：運用網路檢索資訊、並評估、組織、管理與應用捿尋

所得的資訊，進而創造資訊的能力。 

（四）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於各科教學之中，以增進教學

效果。 

（五）資訊溝通表達：透過資訊科技與人聯絡，進行交流，拓展社交能力。 

（六）資訊規劃管理：具有對資訊教育推展與規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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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提出的教師資訊素養可以發現，教師所必需具備之資訊素 

養相當廣泛，不但自身使用電腦科技和網際網路必須相當熟稔，由於其還具

備傳授資訊科技知識與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角色，因此更必須與時

俱進隨時掌握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以培養資訊原民的下一代。 

二、教師資訊素養能力指標方面 

   教育部曾於 1999年配合推動擴大內需計畫中，針對中小學資訊教育教師

在職進修與教學應用提出計畫，計畫中並訂定「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

養指標」，共分為資訊課程專業素養、套裝軟體及應用軟體操作、及各科應用

網路教學等三大類 38項能力指標。高雄市政府於 2001年訂定「高雄市中小

學教師資訊素養能力指標」，將指標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三類指標。台北

市政府亦於 2002年頒布教師資訊能力指標 18項，內容也是以電腦、網路、

資訊應用以及媒體操作等面向。由美商英特爾（Intel）公司所發起，一項跨

國性的教師專業成長訓練計畫，在臺灣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協助辦理之「英

特爾 e教師計畫」自 2001 年起在全國 24 個縣市，培訓超過 24,000 名中小

學教師及 6000 名師範院校師生（Intel，2005），實施範圍可謂相當廣泛。其

實施方式以專題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與高層次思考教學模式為

主軸的「Teaching Thinking with Technology」課程，課程中教師單元規劃、資

源蒐集、編製輔助教材、製作成果簡報及網頁，最後上傳作品完成通過五天

四十小時的教育訓練。其整個課程強調的特點有下列五項(吳正己，2001): 

（一） 課堂上有效的運用資訊科技。 

（二） 教師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藉由研究、溝通等策略提昇學習的方法。 

（三） 強調動手做（hands-on）的學習策略，教師依據課程標準發展單元教

材及評量工具。 

（四） 藉由使用資訊科技，增加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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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教師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及發展教學單元。 

然而隨著資訊的普及化與素養與時俱進的特性，上述計畫及指標檢測皆

已停止辦理，然而仍有部份單位和縣市，隨著資訊科技前進的腳步，持續辦

理教師資訊檢定。在國內縣市政府教育單位至 98學年度仍有在實施者有桃園

縣、台中市、台南縣等，茲整理其相關內容如下: 

（一） 桃園縣九十九年度教育人員國際資訊能力認證檢測實施計畫（IC3） 

桃園縣政府教育處自 2007年度起，透過全球 Certiport線上認證中心，進

行教師資訊能力國際認證，其實施目的有四: 

1.透過參與國際資訊能力檢測歷程，厚植全縣教育人員資訊軟實力，與建構

數位行動城市策略緊密結合。 

2.提升縣內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之專業素養，創新課程與教學模式，形塑知識

世紀學校活化教學、永續更新之典範。 

3.拓展教師資訊學習視野，擴充教師軟體知能，善用多元資訊工具。 

4.發展本位資訊特色，建構校際資訊平台，有效提升全縣教育效能。 

IC3認證內容項目有三： 

1.計算機基礎理論：包括計算機軟硬體的基本知識、作業系統等。 

2.軟體應用：包括文書處理、試算表、資料庫等概念。 

3.網路應用：包括網路概念、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的應用、網路安全等。 

IC3的全名為「網際網路與資訊核心能力認證」（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s，簡稱 IC3）。其為美國微軟(Microsoft)旗下的全球認證中心

思遞波(Certiport)公司所執行針對上述三項項目所做的一種線上上機操作檢

測認證。其檢測系統由來自全球 19個國家、270位國際專家通力合作開發，

並獲得美國政府、院校學院、企業界、計算機行業協會的廣泛認可與支持。

IC3認證考試著重於計算機基礎概論的實際應用，注重理論知識和實踐操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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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結合與融會貫通，能更全面、真實地考核考生的能力，被公認為是全球

首個計算機基礎綜合技 能認證項目。考試開發方每年還組織資深計算機專家

對 IC3認證標準進行鑒定，以保證該標準的新鮮度和有效性。 

桃園縣特別採用全球性資訊素養課程教學與檢測認證的計算機綜合能力

考核，從三個科目與十一項領域來檢測桃園縣國中小學教師的資訊素養能力

並與國際及格標準作比較，課堂後的現場即時線上測驗立即決定通過認證與

否。成績合格者，每科頒發縣府獎狀乙紙，並視同著作分數，認證檢測三科

全部合格者，另由 IC3檢測中心製發國際證書乙紙。桃園縣期能以與國際共

同接軌的角度，檢測教師的實際資訊能力。而本計畫自 2007年起實施，本研

究並以是否通過 IC3檢測做為個人背景變項的研究項次之一。 

（二）台中市政府教育處98學年度教師資訊能力檢測計畫 

其計畫將資訊能力分為初階及進階兩類： 

1.初階能力：包括電腦概論、資訊安全、網際網路使用概念、及一般軟體操

作應用（文書處理、簡報、電子郵件等）。 

2.進階能力：包括（1）資訊安全、（2）影像處理、（3）試算表軟體、文書

處理軟體及簡報軟體進階應用、（4）軟體下載安裝、（5）電腦週邊設備

安裝及簡易故障排除 。 

（三）台南縣亦訂立公立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資訊能力檢測，其分為：第一

級教師基本能力:教學工作基本技能、第二級教師進階能力:解決電腦問

題、及第三級網管人員/資訊組長教師，其前二級有關教師部份檢測範

圍如下： 

第一級:教師一般基本能力 

包含:電腦基本概論、文書處理、上網能力、簡易教材製作 

1.電腦基本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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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道電腦及周邊設備的名稱 

3.會正常開機、關機 

4.會進入視窗畫面 

5.會使用中文輸入法 

6.電腦簡易保養 

7.能使用瀏覽器上網 

8.會中文輸入，每分鐘10個字以上 

9.會分辨區域網路與廣域網路的不同 

10.能收發電子郵件 

11.能將電子檔案隨郵件寄出 

12.能使用現成CAI軟體來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 

13.能在電腦上播放VCD,DVD 

14.能在網路上搜尋與課程相關的資料 

15.會從網路上瀏覽的資料儲檔 

16.能自行設定電子郵件帳號 

17.會操作印表機,與印表機分享 

18.會繕打一般文件 

19.會製作學習單 

20.會使用電腦出試題 

21.會製作教學用投影片 

22.會使用網路印表機 

23.能應用硬體廣播系統來幫助教學活動的進行 

24.能使用燒錄機進行教學相關工作 

25會使用數位相機並將影像存檔在電腦硬碟進行教教學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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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會利用儲存媒體進行教學資料儲存工作 

第二級教師進階能力 

包含:製作網頁、教學簡報、安裝套裝程式、教學綜合管理 

1.會使用現成的軟體計算學生成績 

2.會使用掃描器掃描圖片並使用影像處理軟體略加處理 

3.會製作教學簡報 

4.會製作教學網頁 

5.會安裝套裝軟體 

6.會將試題上網 

7.會安裝一套（含）以上之作業系統 

8.會管理班級網站、製作網頁 

9.操作教學簡報系統 

10.利用電腦做教學管理及製作教材 

     
綜合以上仍辦理教師資訊檢測之縣市政府檢測內容可以發現，教師資訊

素養的內涵應包括： 

一、電腦硬體及作業系統的操作能力。 

二、常用基本軟體（文書處理、試算表、簡報軟體）的操作能力。 

三、網路的使用能力（網路搜尋、下載上傳資料、網頁網站的架設及製作）。 

四、電腦週邊設備的使用與連結能力（數位相機、攝影機、掃瞄器、燒錄器

等）。 

    這些較為基本且實用性的資訊能力，可以讓教師工作及教學更有效率，

是身為教師所不可或缺，故縣市政府仍積極推動，也成為各縣市政府做為提

昇教師資訊素養的依據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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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教學資訊素養之意涵教學資訊素養之意涵教學資訊素養之意涵教學資訊素養之意涵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目前現今教育的主流趨勢，從政府挹注大量經費投

入資訊教育設備即可見此潮流之不可擋。然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強調的並

不是資訊科技，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教學方式（張雅芳、朱鎮宇、徐加玲，2007）。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

究。教學資訊素養相對於教師資訊素養，主要探討的焦點針對於教師在教學

的前、中、後過程中，因應運用資訊科技其所需具備的資訊素養。與學者所

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或「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能力的概念契合。

茲就相關意義、內涵及使用層級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義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義 

有關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茲有以下研究者對於相關名詞定義如下: 

張文嘉（2003）指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也就是教師實施各學科教學

時，運用科技相關設備、相關科技資訊、電腦及網路，協助教學準備、配合

教學活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以提昇教學效果與學習成效的一種教學方式。 

林宏隆（2005）指資訊融入教學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將資訊科技工具（如:

電腦、網路、投影機等）融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中，讓資訊成為師生一項

教學與學習工具，一方面藉以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一方面使資訊科技的使用

成為教室中日常活動的一部分，學習都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加以應用來尋找

問題的解答。 

施文玲（2006）將「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定義為教師運用資訊科技（如

電腦、網路、多媒體）於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中，讓資訊科技工具成為教

學活動的一部分，支援與延伸教學目標，使學生對知識領域有更深的了解，

從事更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以培養更高層次的學習成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來面對時代的競爭與適應社會的發展。 

由以上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定義為教師在教學的前教師在教學的前教師在教學的前教師在教學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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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後過程後過程後過程後過程，，，，運用電腦運用電腦運用電腦運用電腦、、、、網際網路及週邊資訊科技設備網際網路及週邊資訊科技設備網際網路及週邊資訊科技設備網際網路及週邊資訊科技設備，，，，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將資訊科技融入各將資訊科技融入各

學科教學中學科教學中學科教學中學科教學中，，，，以協助教師教材準備以協助教師教材準備以協助教師教材準備以協助教師教材準備，，，，並於課堂中呈現教材內容並於課堂中呈現教材內容並於課堂中呈現教材內容並於課堂中呈現教材內容，，，，提供多元互提供多元互提供多元互提供多元互

動的學習模式動的學習模式動的學習模式動的學習模式，，，，以提昇學生學習成以提昇學生學習成以提昇學生學習成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效效效。。。。 

二二二二、、、、教學資訊素養的內涵教學資訊素養的內涵教學資訊素養的內涵教學資訊素養的內涵 

有關教學資訊素養內涵，茲有以下研究者界定相關內涵如下: 

何榮桂、籃玉如（2000）依據資訊科技在教室中的應用方式，將教師應

具備之資訊素養分為操作演示與整合教學兩方面。 

（一）操作演示，指教師必須熟悉學校硬體設備（指電腦及週邊設備）的操

作方式、多媒體電腦整合應用、學校或網路可用軟體資源的種類與適用

情形、以及對教學內涵充分的瞭解，方能將可用的軟體資源以最適當的

硬體設備呈現在最恰當的教學流程中，以收最佳的教學效果。 

（二）整合教學，指教師除了必須具備上述操作演示的資訊素養，尚須熟悉

基本應用軟體（文書處理、簡報系統等）的使用方式，並且必須對學習

策略與教學內涵有充分的瞭解，方能設計整合資訊科技與學習策略的教

學活動。 

簡木全（2003）將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分為以下四個層面： 

（一）資訊整合能力：教師在教學活動前，利用資訊設備搜集教學材料，管

理自己的教學文件、編修教學資源；在教學活動中，利用本身的資訊素

養，操作各種資訊設備；在教學活動後，能利用資訊設備紀錄學生評量

的結果，並與別人交換教學資源與教學心得之能力。 

（二）融入教學活動：教師在上課中，利用資訊設備進行教學活動，使用遠

距教學系統，帶領學生進行學習，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

成效。 

（三）展現教學資源：教師利用本身對軟硬體的操作能力，將本身準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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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源或學生學習的成果彙整記錄，利用網路及資訊設備，向家長及學

生展現教學資源。 

（四）輔助學生學習：教師指導學生利用資訊設備，蒐集相關資料，完成指

定作業，並發表自己的作品，藉以加深加廣學習內容。 

    塗淑君（2007）將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分為三個層面： 

（一）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教師在教學活動過程中，能利用本身所

具備的資訊素養來操作各種資訊設備以進行教學活動，以及利用與教材

內容有關的CAI等教學軟體來輔助其教學活動，或者教師能善用網路教材

來配合各科各領域做教學活動之能力。 

（二）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教師能善用各種資訊科技的特性與優勢，

並加以整合各種資訊科技後，來製作相關資訊教材或線上學習網站，藉

以展現教師之教學創意；或能整合各種網站之相關教學資源來設計教材，

藉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提高其教學成效。 

（三）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指教師能指導學生利用網路資源以及資

訊設備輔助其學習活動，藉此加深加廣學生之學習內容，並能利用各種

資訊科技來完成教師指定的作業、藉由資訊科技來發表自己的學習作品，

藉此展現並提昇學生之學習成效。 

    由以上個學者的內涵探討中可知，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的內涵，指教師在

整個教學的過程中，包括教學前備課的教材準備，教學時教材的呈現以及與

學生的互動，與教學後學習成果的評量，提供學生繼續學習的管道，種種利

用現代資訊科技軟硬體設備來提供創新教學方式，皆為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

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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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師教學資訊使用層級教師教學資訊使用層級教師教學資訊使用層級教師教學資訊使用層級 

Moersch（1995）曾對教室資訊使用發展出「資訊科技使用層級量表（Level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簡稱LoTi）」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分為0至6共

七個層級，如下表2-2所示 

表2-2 資訊科技使用層級量表 

層級 類 別 說明 

0 未用（nonuse） 
教師缺乏以科技與工具的覺察性，仍使用傳統
之黑板、投影機等 

1 察覺（awareness） 
教師使用資訊設備僅是操作一個步驟者，教學
與科技僅有少許的關連 

2 探索（exploration） 
科技使用為補充教學，如教師個別指導、教育
性遊戲使用，為一種延伸活動或練習 

3 融入（infusion） 
使用資料庫、試算表、繪圖軟體、多媒體應用
等資訊工具處理資料 

4 整合（integration） 
資訊使用為提供學生更豐富的學習，並協助解
進問題、建立概念於學習過程中 

5 擴展（expansion） 
教師能整合網路上的資料，如商業網路、政府
機構、研究機構或大學，擴展學生的經驗真接
解決問題。 

6 精進（refinement） 
科技使用為一過程或結果，可幫助學生解決真
實世界的問題，完成各學習活動。 

    
資料來源：Moersch, C. （1995）. Levels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LoTi）: 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classroom technology use. Learning and Leading with 
Technology, 23（3）, 40-42 

  

施文玲（2007）亦曾將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的層級分為七級，如下表2-3

所示： 
表2-3 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的層級表 

層級 類 別 說明 

0 不用（nono） 
不接觸電腦網路等相關數位科技工具，也不使
用科技工具，對資訊科技有不會、不安之情
況，仍使用傳統方式教學。 

1 引入（entry） 
教師雖接觸電腦、網路課程，但未使用在教學
中，仍保留以教師為中心的觀念，但開始嘗試
使用資訊科技以支援傳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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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的層級表(續) 

層級 類 別 說明 

2 輔助（assist） 使用電腦或網路以輔助教學，如播放CAI光碟。 

3 融入（infuse） 
使用各種科技數位工具於教學，如多媒體系
統、文書處理、簡報軟體、資料庫、試算表等。 

4 整合（integrate） 
將課程與數位工具充分整合，應用電腦網路發
展出新的教學策略，如以網頁或虛擬實境呈現
教學內容，合作學習，分享成果。 

5 擴展（expand） 
將學習延伸至教室學習之外，課程數位化，讓
學生能透過網路進行自我學習，形成學習社
群。 

6 
創新及發展（invention 

& development） 

教師將資訊科技靈活運用，課程數位化並具互
動機制，透過學習過程、互動機制、教學策略，
增進學生創新學習及問題解決之能力，教師角
色明顯改變，新的教學型態產生。 

資料來源:施文玲，2006年，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之理論模式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之理論模式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之理論模式教師導入數位化教學之理論模式，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39（6）。 

由上述學者對教師使用資訊科技層級的分級可知，教師使用資訊及資訊

素養是有層級且隨成長學習而能逐步提昇。而隨著教師數位化的層級的加深，

加以外界資訊科技的不斷發展，學習者越能感覺自我知識之不足，而引導其

向更深的層級提升。是故身為現代化教師，對於資訊素養的不斷學習，乃為

教師本職學能的重要內涵。 

肆肆肆肆、、、、教學資訊素養之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研究教學資訊素養之研究 

國內以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為題之論文共四篇，其對於教師教學資訊素養

相關研究結果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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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國內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卓俊良 

（2001） 

高雄縣、高雄

市、屏東縣國

民小學教師                                                                                                                             

教師九年一貫課

程教學資訊素養

之研究 

一、教師應具備的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訊素

養歸納成「資訊課程專業素養」、「電腦

設備與作業系統的使用」、「資訊媒體設

計與教學應用」、「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資訊的搜尋」五個層面。 
二、教師在「國小教師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

訊素養」量表的平均數均高於中間值。

國小教師在性別、年齡、學歷背景、服

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類型等變項上，

整體素養呈現顯著差異。 
三、教師對提昇教師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訊

素養的可行方式，依認同程度，依次是

「多辦理相關研習」、「學校成立教學研

究小組」、「自己進修」、「到學校進修」、

「請教別人」、「累積工作經驗」、「參加

研討會」、「參觀」、「主管機關辦理抽

測」、「聽演講」。研究結果亦發現：不同

背景的國小教師對於各種提昇九年一貫

課程教學資訊素養方式的選擇情形，大

部分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簡木全 

（2002） 

高雄市之公立

國民小學教師                                                                                                                             

教師教學資訊素

養與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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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因教師背景變項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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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各層面具

有低度正相關。 
五、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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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資訊整合能力」

層面對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具有主要

的預測作用。 

蕭任騏 

（2007） 

嘉義市國民小

學教師                                                                                                                             

教師教學資訊素

養與教學自我效

能關係之研究 

一、教師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自我效能之

現況屬中上程度。 
二、不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

有差異。 
三、不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自我效能上

有差異。 
四、教師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自我效能有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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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國內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研究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塗淑君 

（2007） 

臺北市國民小

學教師                                                                                                                             

教學資訊素養、

教學信念與教學

效能關係之研究 

一、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教學信念與教學

效能整體來看皆屬於中上程度的表現。 
二、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會因性別、年齡、

現任職務、最高學歷、就讀科系以及任

教年級等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三、教師之資訊能力以及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頻率等兩個背景變項與教學資訊

素養皆具有高度正相關。 
四、教師之資訊能力以及使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頻率等兩個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

皆具有低度正相關。 
五、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信念具有中

度正相關，亦即較高的教學資訊素養，

其教學信念愈有較積極的表現。 
六、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中

度正相關，亦即教學資訊素養能力愈

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七、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中的「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學活動活動」與「整合資訊科

技展現教學資源資源」這兩個層面有較

佳的預測力，其中「應用資訊科技輔助

教學活動活動」可以預測整體之教學效

能及其「教學氣氛」與「教學方法與技

巧」等兩個層面，而「整合資訊科技展

現教學資源資源」則可預測整體之教學

效能及其各個層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以上的研究（(簡木全，2002；蕭任騏，2007；塗淑君，2007)結論顯示

教學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均有顯著相關，而在資訊科技使用日益頻繁的

今日，越來越多的資訊設備進入班級。班級電腦、單槍投影機甚至互動式數

位電子白板、即時反饋系統（（（（IR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種種數位化

的設備改變了教師授課的模式，是故加強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的已是現代教育

所必須重視的議題。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參考塗淑君（2006）對教師教學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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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將教學資訊素養內涵分為：一、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二、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三、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等三個層面。

研究者將內容定義如下： 

一、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教師熟悉各種資訊設備軟硬體的使用

及操作，在教學過程中，能直接利用各種資訊設備以進行教學活動。如能利

用相關的 CAI軟體、下載網路教材或使用線上教材來做各種輔助教學活動的

能力。 

二、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教師能利用各種資訊科技的特性與優

勢加以整合後，來製作相關電子教材或學習網站，藉以呈現教師教學的內容；

或能利用網路上相關資訊，整合成教學資源來設計教材，藉以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提高教學成效。 

三、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教師指導學生使用資訊設備及網際網

路來自我學習，藉以使學生加深加廣自我學習活動。學生並能使用的資訊科

技及網路來完成指定的作業、發表自己的作品，以展現學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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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教師教學效能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在探討過知識管理與資訊素養的相關文獻之後，本篇研究的目的即在探

討知識管理和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相關性。教師若能運用知識管理技巧來

管理教學知識，並應用數位科技與學科教學法的整合，將能更加掌握知識脈

動，給予學生最好的教育（林鳳釵，2004）。沒有效能的教學，教師的任何

價值將不存在，故教學效能仍是多數教學者最關注的議題。其重要性這可從

「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中得以印證，如以「不限欄位」查詢「教學效能」，

檢索共計有4218篇論文；若以「論文名稱」查詢「教學效能」檢索共計有321

篇，尤以近三年（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計有161篇，可見此一議題之重要性

絕不會隨時間落消逝。本節將從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內涵、之研究

等層面來探討，茲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教學效能的意義  

教師是教育工作成敗的舵手，Kyriacou（1989）曾提出成功教師的五個特

質，包括：個人特質和意願、聰明才智、同情心、開放的心胸和幽默感。而

影響學生學習成果的因素眾多，Kyriacou 並提出有效教學的基本架構如圖2-5

所示，該架構以下述三種變項研究教學效能：一、內容變項：教師特性、學

生特性、班級特性、學科特性、學校特性、社區特性、時機特性；二、歷程

變項：教師知覺、策略和行為，學生的知覺、策略和行為以及學習的作業和

活動；三、結果變項：短期和長期、認知和情意的教育結果。可見學生的學

習成效是有諸多因素交互影響著，而本研究教師的教學效能，則著重在歷程

變項中教師的知覺、策略和行為中，即教師教學效能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

做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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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有效教學的基本架構圖（A basic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effective teaching） 

 

資料來源：Kyriacou, C. (1989) Effective teaching in school-theory and practice. UK: 
Nelson Thornes Ltd..  

  

國內有關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大部份集中於教師自我效能（teacher 

efficacy）或教師有效教學（effective teaching）的探究（陳木金，1997；張賢

坤，2004）。教師自我效能通常以教師主觀地評價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成敗

的一種知覺、判斷或信念，來預期教學可達到一些特定教育目標或結果的自

我效能。教師有效教學主要論點則是以有效教學為重心，並指出教師在教學

工作中會講求教學方法，熟悉教材和激勵關懷學生，能夠使學生在學習上行

為上具有優良的表現，以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到特定教育目標。 

一、教師自我效能的意涵 

從眾多文獻探討中顯示，許多研究對於教學效能的研究，都源自於

Bandura認知社會學習（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theory）（Bandura，1986）的

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or sense of self-efficacy）概念。自我效能意

內容變項

•教師特性：如性別、年齡、經

驗、教育背景、個人特質等

•學生特性：如性別、能力、價
值觀、個性

•班級特性：大小、能力分佈、
社會階層分佈

•學科特性：困難度

•學校特性：大小、設備、校規

校風

•社區特性：貧富、人口密度、

地理位置

•時機特性：上課時段、氣侯、
學期時段

歷程變項

•教師的知覺、策略和行為

•學生的知覺、策略和行為

•學習的作業和活動

結果變項

•短期或長期

•認知或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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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人們對於自己在某個特別領域所可能表現或達成目標的信念和信心程度。

其主要理論有以下幾點： 

（一）自我效能會受到個人及環境因素的影響，而使其動機、思考、行

為，即成為個人做決定的重要依據。 

（二）自我效能感的強弱也決定人們行為的堅持程度。自我效能感越強，

其對任務完成的決心，以及遇到困難的挑戰越堅定。相反地，自我效能感越

弱，其決心及執行力易受影響。 

（三）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與改變的因素有四（張鼎昆、方俐洛、凌文

輇，1999）：1.個體行為的结果影響最大，即所謂成功的經驗能够提高個人的

自我效能感，多次的失敗則會降低。2.人們從觀察别人所得到的替代性經驗

對自我效能感影響，別人的成功增強自己的動機。3.他人的評價、勸說及自

我規勸。4.來自情绪和生理狀態的信息。比如：緊張、 焦慮容易降低人自對

自我效能的判斷。 

而在教育領域上，自我效能感應用在教師教學效能上，即是解釋教師自

我信念對於教學效能的發揮情形。故多數學者在定義教師效能時，皆將教師

自我效能列入其中（Gibson & Dembo，1984；Ashton，1985 ；Hoy & Woolfolk，

1993；周錫欽，2005；吳修瑋，2006；吳珮君，2006；呂立淇，2007；鄭嘉

琪 2008；陳文富，2009；陳玫良 2009），茲將各學者定義節錄如下： 

Gibson & Dembo（1984）依據 Bandura理論中的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s）及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兩面向定義教師效能包括(一)

個人教學信念：指對自我教學能力之期望效能。（二）教學成果信念：指教師

對自己能改變學生能力的信念。 

Ashton（1985）教師自我效能感是指教師有能力對於學生的學習有正面

影響的一種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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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y & Woolfolk（1993）教師效能決定於教師對以下二種信念的反應： 

（一）教師能影響學生有限，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成就決定於家庭環因素。 

（二）如果我非常努力，我可以教好學習困難和動機不強的學生。 

陳木金（1997）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對學校教育的力量、學生學習成敗

的責任、學習的作用、對學生影響力的程度各方面的自我信念，及能有效溝

通學習目標，有系統的呈現教材，避免模糊不清，檢查學生瞭解情形，提供

練習和回饋，營造良好教室氣氛，促進有效教學，提高教育品質，達成教育

目標。 

周錫欽（2005）將教學效能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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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修瑋（2006）將教師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對自我教學能力的肯定，並

在教學活動中，能因學生個別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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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珮君（2006）將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具有使學生

學習獲得成就學習經驗的信念，並具有透過一連串師生互動歷程、運用有效

教學策略、充分準備教學計畫、熟悉各種教學技術、有條不紊呈現教學內容、

妥善規劃教學時間、並與學生保持良善師生關係，讓學生可以在和諧的班級

氣氛中提升學習成效的能力。 

呂立淇（2007）定義教師教學效能為教師對自我教學能力的肯定，並在

教學活動中，能因學生個別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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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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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琪（2008）將教師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對於自我教學影響力的信念，

以及運用各種教學策略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達教育目標的教學行為。 

陳文富（2009）定義教師教學效能為教師能肯定自我教學能力的一種信

念，並在教學歷程中，能透過擬定教學計畫及做好教學準備，組織與呈現系

統而妥善的教材，及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技術、良好的班級經營與多元評

量方法等積極作為，引導學生有效學習，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及教師教學績

效，以達成教育目標。 

陳玫良（2009）定義教師教學效能係指：教師從事學工作時，對教學認

知、信念與做決定的思考及行動歷程，用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二、教師有效教學的意涵 

對於教學效能的定義，亦有多數學者（張賢坤，2004；吳雲道，2006；

許翠珠，2007；林旻賜，2007；馮益宏，2007； 塗淑君 2007）從教學過程

的整體面來分析，從教師及學生的每個環結做為考量，有效地運用教學的原

理原則，促使學生的學業成就能夠達到預期目標。相關學者定義如下： 

Rosenshine（1986）指出有效能教師的教學包括：（一）課程開始時要簡

要說明教學目標；（二）要複習舊有經驗，學生需做好準備；（三）按部就班

呈現教材內容；（四）給予學生明確仔細的說明；（五）提供實際操作給所有

學生；（六）以問問題及學生的反應檢視學生了解程度；（七）引導學生在其

最初的學習；（八）提供有系統的回饋和矯正；（九）提供明確的指示和給予

學生座位上的練習並監看其練習情形；（十）不斷練習直到學生能獨立和有信

心。 

Money（1992）經由調查教師和學生的結果歸納六項教學效能他們認為

最重要的依序是：（一）豐富的教材知識素養；（二）有效地溝通；（三）良好

的教材組織；（四）引起動機與激勵學生的能力；（五）友善和開放的態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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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管理技巧。 

張賢坤（2004）定義教學效能為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良好互動歷程，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完善教學計畫，有系統的呈現教材，並且使用不同

教學策略和實施多元評量，使教學氣氛及師生互動良好，以激勵學生學習與

達成教學目標的程度。 

吳雲道（2006）將教學效能之意義界定為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師生互

動的歷程，運用多樣化的教學策略，營造良好學習氣氛，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信念。 

許翠珠（2007）定義教學效能之意義為教師在教學活動過程中，運用有

效的教學策略，營造愉悅的學習氣氛，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達成教育目

標。 

林旻賜（2007）將教師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能擬定完

善教學計畫，系統化呈現教材，並且使用多元教學策略和評量，營造良好師

生互動關係，使學生在資訊學習表現和行為上有良好表現，有效達成教學目

標的程度。 

馮益宏（2007）定義教師教學效能為：教師為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

成教育目標，創造有效率的學習環境，營造良好學習氣氛，促進有效教學與

學習。 

塗淑君（2007）定義教學效能為在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教師所展

現的教學行為能力，包含了準備活動、發展活動及評鑑學習成果等階段，並

可從學生之學習成就來評定教師之教學效能。 

綜合以上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教學效能定義為：教師以個人自我教學教師以個人自我教學教師以個人自我教學教師以個人自我教學

信念為核心信念為核心信念為核心信念為核心，，，，為學生學習成效為考量為學生學習成效為考量為學生學習成效為考量為學生學習成效為考量，，，，在教學活動中所設計與實施的一連串在教學活動中所設計與實施的一連串在教學活動中所設計與實施的一連串在教學活動中所設計與實施的一連串

有效的教學活動有效的教學活動有效的教學活動有效的教學活動，，，，包含完善教學計畫包含完善教學計畫包含完善教學計畫包含完善教學計畫、、、、系統效材呈現系統效材呈現系統效材呈現系統效材呈現、、、、運用良好教學技術運用良好教學技術運用良好教學技術運用良好教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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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精準教學時間掌握精準教學時間掌握精準教學時間掌握精準教學時間，，，，在班級經營中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及營造班級學習氣氛在班級經營中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及營造班級學習氣氛在班級經營中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及營造班級學習氣氛在班級經營中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及營造班級學習氣氛。。。。 

 

貳貳貳貳、、、、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學效能的內涵教學效能的內涵  

  探討各學者的教學內涵，有助於掌握有效教學的重要層面及相關因素，

但由於研究工具的不同，對教學內涵著重的層面亦有不同，茲將各學者對教

學內涵的層面分述如表2-5： 

表 2-5 教師教學效能內涵面向表 

研究者（年代） 教師教學效能內涵 

陳木金（1997） 將教學效能分為六個向度：1、教學效能自我信念；2、系統

呈現教材內容；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

間；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張碧娟（1999） 將教學效能分為五個層面：1、教學計畫與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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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  雯（2002） 將教學效能分為五個層面：1、系統教學內容；2、有效教學

技巧；3、和諧師生互動；4、因應環境影響；5、教師自我效

能。 

白慧如（2003） 認為教學效能包含：1、教學規畫；2、教學策略；3、教學氣

氛；4、教學評鑑；5、教學研究。 

簡木全（2003） 將教學效能層面分為：1、自我效能的高低；2、教材內容的

呈現；3、教學時間的運用；4、師生關係的建立；5、教學技

巧的展現；6、班級氣氛的營造。 

羅建忠（2004） 將教學效能分為六個向度：1、教學效能自我信念；2、系統

呈現教材內容；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

間；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周錫欽（2005） 教學效能內涵歸納為五個層面： 1、教師自我效能；2、充分

教學計畫；3、有效教學策略；4、良好教學氣氛；5、善用教

學評量 

許翠珠（2007） 五個層面：1、教學計畫準備；2、呈現教材內容；3、有效教

學技術；4、評量學習成就；5、良好學習氣氛 

塗淑君（2007） 三層面：1、教學氣氛；2、教學規劃與策略；3、教學方法與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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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師教學效能內涵面向表(續) 

研究者（年代） 教師教學效能內涵 

呂立淇（2007） 六個指標：1、教學計畫準備；2、學生學習表現；3、善用教

學評量；4、多元教學技巧；5、良好學習氣氛；6、班級經營

管理  

鄭嘉琪（2008） 六層面：1、自我效能信念；2、教學計畫；3、教材呈現；4、

教學策略；5、教學評量；6、教學氣氛 

陳文富（2009） 五個層面：1、教學計畫準備；2、教學方法與技術；3、教材

組織與呈現；4、班級經營與管理；5、教學成果與評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各研究者內涵層面分析如下表 2-6 

表 2-6 教師教學效能內涵面向分析表 
 自 

我 
效 
能 

教 
材 
呈 
現 

教教 
學學 
策技 
略巧 

教 
學 
計 
畫 

師班 
生級 
關經 
係營 

教 
學 
氣 
氛 

教 
學 
評 
量 

教 
學 
研 
究 

學 
習 
表 
現 

因 
應 
能 
力 

陳木金（1997） ＊ ＊ ＊ ＊ ＊ ＊     

張碧娟（1999）  ＊ ＊ ＊  ＊ ＊    

馮  雯（2002） ＊ ＊ ＊  ＊     ＊ 

白慧如（2003）   ＊ ＊  ＊ ＊ ＊   

簡木全（2003） ＊ ＊ ＊  ＊ ＊     

羅建忠（2004） ＊ ＊ ＊ ＊ ＊ ＊     

周錫欽（2005） ＊  ＊ ＊  ＊ ＊    

許翠珠（2007）  ＊ ＊ ＊  ＊   ＊  

塗淑君（2007）   ＊ ＊  ＊     

呂立淇（2007）   ＊ ＊ ＊ ＊ ＊  ＊  

鄭嘉琪（2008） ＊ ＊ ＊ ＊  ＊ ＊    

陳文富（2009）  ＊ ＊ ＊ ＊    ＊  

計次 6 8 12 10 6 10 5 1 3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述研究者將教學效能內涵層面分類統計，教學策略與技巧為最多、教

學計畫及教學氣氛為其次，接著是教材呈現、師生關係班級經營、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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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學評量及學習表現等面。然上述許多層面的概念有相互重疊及相似之

處，如教學時間歸類於教學計畫項下，教學技術、教學技巧及教學策略歸於

同一層面。根據上述分析結果，依大多數學者採用之內涵項目，本研究係採

用陳木金（1997）「教師教學效能量表」，將教學內涵的內容層面分為：一、

教學效能自我信念。二、系統呈現教材內容。三、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四、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五、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六、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參參參參、、、、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  

教學效能是教師教學成果的具體展現，必定是教師最關注的議題，故國

內外對教學效能的研究非常眾多，且大多數研究為以教學效能為依變項探討

各種不同變項對其的關係或影響。故僅以各研究之個人及學校背景變項為分

析，茲表列近三年國民小學與教學效能關係分析如表 2-7： 

表 2-7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相關研究關係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黃詩婷

（2009）                     

高雄市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壓力因應

策略與教學效能之

研究 

  不同性別、年資、婚姻、子女、自覺

健康狀況及擔任職務之國小教師教學效

能達顯著差異。 

吳修瑋

（2006）                     

台北縣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

與教學效能之研究 

國小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性別、教育

背景及現任職務影響而有所差異；年齡、

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響。 

呂立琪

（2007）                     

臺北縣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自我導向

學習準備度、教師專

業成長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 

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

受性別、服務年資、婚姻狀況影響而有所

差異；在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學校規模

方面則無明顯影響。 

李承澤

（2007）                     

中部地區國

民小學教師                                                                                                                             

多元師資培育政策

與國小教師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不同培育機構所培育出之教師在教

學效能表現上有差異、國小教師教學效能

可透過研習與進修碩（博）士學歷而提昇 

侯辰宜

（2006）                     

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幸福感與

教學效能關係研究 

教師年齡較長、學歷較高、已婚與任

教學校規模較大者其教學效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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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近年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關係表(續) 
研究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柳惠理

（2006）                     

台南縣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知覺校

長教學領導對教學

效能之預測及其調

節變項之研究 

不同職務、不同規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

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 

詹孟傑

（2008）                     

屏東縣國民

小學教師                                                                                                                             

國小教師幽默

感與教學效能關係

之研究 

教學效能之差異性因背景變項而有

所不同。 

林真鳳

（2006）             

高雄市國小

教師                                                                                                                             

國小教師生命

倫理認知與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教學效能因個人背景變項之不同而

有所差異，其中以性別、婚姻狀況、最高

學歷、教學年資及學校規模上之不同，在

教學效能之部份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洪嘉宏

（2007）                     

屏東縣國小

教師                                                                                                                             

國小校長教學

領導與教師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屏東縣國小教師對教師教學效能的

自我認同，在其服務年資較長、學歷較

高、以及任教學校規模較小時，持較為正

向的態度。 

謝麗貞

（2006）                     

高雄縣市國

小教師                                                                                                                             

國小教師參與

教師評鑑態度與教

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服務年資越高者對整體教學效能層

面有較高的認同。 

李雅妮

（2008）         

高雄市國小

教師                                                                                                                             

國小教師多元

文化教育中教學態

度與教學效能之研

究 

在教師背景變項中，不同「教學年

資」、「教育背景」、「擔任職務」及「學校

規模」之國小教師，其多元文化教育中教

學效能達顯著差異。 

吳錫場

（2008）                     

中部五縣市

國小參與試

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之

教師                                                                                                                            

參與試辦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之國

小教師對教師分級

態度與教學效能之

相關研究 

教學效能會因性別而有所差異；不會

因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最高學歷、師資

養成背景及學校規模而有所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知，各學者對於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對於個人

背景變項或學校規模變項均無一致之結論，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參考陳木金（1997）對教師教學效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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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將教學效能內涵分為六層面。研究者將各層面內涵定義如下： 

一、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指教師在教學工作時，其自身對所具有的能力，以

及對學生學習成效的一種主觀的評價。 

二、系統呈現教材內容：指教師在教學時，對於教材內容的熟悉和準備程度，

教師能夠明確傳達教學內容，提供學生能了解的知識，清楚地教導教材

內容。 

三、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指教師在教學時，採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及方法，

並根據學生學習的情況適時修正，能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學維持注意力，

維持良好師生互動，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 

四、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教師在教室教學時，根據教學計畫，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維持流暢的步調，使學生能充分的學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 

五、建立和諧師生關係：指教師在教室教學時，能以幽默親和等個人特質，

建立和諧信任的師生關係，並且重視學生個別反應與需求，增進教學與

學習的效果。 

六、營造良好班級氣氛：教師在教室教學時，運用各種班級經營的技巧與方

式，讓學生感受到友善的班級氣氛，並能適時有效的輔導及處理各種學

生問題，讓教學效能有更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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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從相關文獻發現，知識管理的議題在工商業界的研究居多，然而全球在

知識經濟的大環境之下，各領域對知識管理的探討也陸續增多。資訊素養的

研究在資訊時代的來臨之下，同樣的各領域對其探討也相對出現，然仍以教

育界對學生及教師的資訊素養的研究較多。教學效能是教學者所重視的議題，

故其相關研究為數不少。茲將相關文獻資料之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壹壹壹壹、、、、    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而知識管理是在知識洪流倍增，人人以

知識力為競爭利器中，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而教師是知識工作者，其效能

決定於不斷的吸收新知並有效的傳遞知識。在人才培育的教師角色上，若沒

有績效或特色，將會立即遭受執疑或淘汰的可能，故以知識管理提昇教學效

能的專業教師優質形象，才能符應知識經濟時代對教師的期待。有關教師知

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研究如下： 

一、王建智（2003）以彰化縣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探討知識管理與教師教

學效能之關係，研究發現下列結果： 

1、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現況具有中上水準表現。 

2、教師知識管理不受教師背景變項影響而有所差異。 

3、教師教學效能受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影響而有所差異。 

4、國小教師之教師知識管理愈佳，其教師教學效能愈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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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賢（2003）以桃竹苗地區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為調查對象，探討知

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獲得的主要結論如下： 

1、國民小學教師對整體知識管理、教學效能現況具有正面評價及持肯定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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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小學教師對知識管理認知情況較理想的，以男性教師、年長、資深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及研究所畢業之教師為佳。學校背景變項則以位於城市

鄉鎮地區及學校規模為中型的學校對知識管理認知情況較理想。 

4、國民小學教師對教師教學效能之認知情況較理想的，以男性教師、年長、

資深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及研究所畢業之教師為佳。 

5、學校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密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學校知

識管理的推動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三、吳修瑋（2006）以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母群體，探討知識管理與

教學效能的關係，並得到下列幾項結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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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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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性別、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響。 

3、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性別、教育背景及現任職務影響而有所差異；

年齡、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響。 

4、台北縣國小教師教師知識管理越佳則教學效能越佳。 

四、許翠珠（2006）以高雄市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課程領導、教

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研究結果如下： 

1、國小教師有高度的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 

2、大型學校之國小教師有較佳的知識管理，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 

的教學效能差異不大。 

3、教師知識管理愈佳，教學效能愈好。 

4、教師知識管理能有效預測教師教學效能。 

 
貳貳貳貳、、、、    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 

借助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近年來傳統教室的生態已有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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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教師人人有手提電腦，教室班班有單槍，處處能連結寬頻網路，已成

為普通教室不可或缺的設備。教師本身的專業訓練中具有課程設計與教材教

法的統整能力，若能再整合資訊科技和網路的功能，不僅可以使教學內容更

為豐富，更可強化學生的學習效果。有關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研究如

下： 

一、簡木全（2003） 以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學資訊素養

與教學效能的關係情形，得以下結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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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因教師背景變項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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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各層面具有低度正相關。 

5、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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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資訊整合能力」層面對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具有

主要的預測作用。 

二、塗淑君（2006）以臺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學資訊素養、教

學信念與教學效能的關係，並得到以下的結論： 

1、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整體來看皆屬於中上程度的表現。 

2、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會因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最高學歷、就讀科

系以及任教年級等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國小教師之教學效能會因年齡與任教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4、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中度正相關，亦即教學資訊 素

養能力愈高，其教學效能愈佳。 

5、臺北市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中的「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活動」

與「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資源」這兩個層面有較佳的預測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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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活動」可以預測整體之教學效能及其「教學

氣氛」與「教學方法與技巧」等兩個層面，而「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

源」則可預測整體之教學效能及其各個層面。 

 

綜合以上學者針對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所作的相關研究，

針對諸多不同類型的研究對象，不同背景變項的研究結果差異很大。知識管

理與教學效能之間大多有顯著相關，而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相關性則

有高有低。此外針對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仍付之闕如，

有待本研究進行更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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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

效能的關係。本研究將採文獻分析法及調查研究法進行問卷統計分析，以求

資料蒐集的周延性及完整性。本章共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等五節。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乃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並依研究實際需要發展而成，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4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職務 

3.年齡 

4.服務年資 

5.最高學歷 

6.IC3認證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1.學校規模 

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教學資訊素養 

1.應用資訊科技輔
助教學活動 

2.整合資訊科技展
現教學資源 

3.指導學生利用資
訊科技學習 

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教師教學效能 

1.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教師知識管理    

1.知識的獲得 

2.知識的儲存 

3.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4.知識的分享 

5.知識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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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研究者擬出研究假設如下，以進行考驗： 

 
一、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

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2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3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4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5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6 是否通過 IC3資訊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一-7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

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2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3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4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5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6 是否通過 IC3資訊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二-7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

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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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2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3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4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5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6 是否通過 IC3資訊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三-7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四、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資訊素養有顯著相關。 

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 

六、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 

七、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有預測力。 

   七-1 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能力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 

   七-2 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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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依據桃園縣政府教育處

資料，98學年度桃園縣計有 191所公立國民小學（包含三所國中小），如表

3-1所列，母群體教師數為 8661人。 

表 3-1  98學年度桃園縣國民小學一覽表 

學校規模 12班（含）以下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學 
 
校 
 
名 
 
稱 

芭里、山東、水美 

瑞原、龍源、新莊 

上湖、三和、三坑 

美華、內柵、百吉 

中興、瑞祥、南興 

永福、仁和、廣興 

大埔、大坑、龍壽 

樂善、蘆竹、外社 

頂社、大華、圳頭 

內海、后厝、沙崙 

大潭、保生、崙坪 

育仁、富林、樹林 

啟文、東明、頭洲 

笨港、北湖、大坡 

蚵間、社子、埔頂 

介壽、三民、義盛 

霞雲、奎輝、光華 

高義、長興、三光 

高波、羅浮、巴崚 

陳康、仁美國中小 

中埔、快樂 

新埔、中壢 

青埔、內定 

宋屋、瑞梅 

新榮、上田 

高榮、四維 

東勢、德龍 

高原、上大 

福安、霄裡 

壽山、福源 

大崗、山頂 

新路、永安 

迴龍國中小 

楓樹、自強 

長庚、文欣 

大湖、公埔 

新興、山腳 

溪海、潮音 

竹圍、埔心 

五權、 

 

桃園、東門 

成功、會稽 

文山、草漯 

南門、龍山 

北門、大有 

慈文、永順 

普仁、大崙 

自立、龍岡 

忠福、興仁 

山豐、新勢 

復旦、北勢 

東安、祥安 

楊心、瑞塘 

義興、楊梅 

大同、新坡 

富岡、瑞埔 

楊明、平興 

龍潭、潛龍 

石門、武漢 

龍星、雙龍 

大溪、員樹林 

仁善、田心 

八德、瑞豐 

大安、茄苳 

龜山、幸福 

文華、海湖 

菓林、觀音 

楊光國中小 

建國、中山 

西門、青溪 

同安、建德 

大業、同德 

莊敬、中平 

新明、新街 

信義、富台 

內壢、中正 

興國、華勛 

林森、文化 

忠貞、中原、 

南勢、光明 

元生、龍安 

僑愛、大成 

大勇、大忠 

南美、南崁 

大竹、錦興 

大園、新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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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 

一一一一、、、、抽樣方式抽樣方式抽樣方式抽樣方式 

本研究對象為教師，不包括校長、代理教師或專長聘任教師。為求抽樣

具代表性，並為避免研究對象之背景影響研究結果，乃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進行。分層的方式參考國民小學員額編制標準，主要以服務學校班級數為考

量，分為四層：第一層為 12班（含）以下學校、第二層為 13班至 24班學校、

第三層為 25班至 48班學校、第四層為 49班以上學校。研究對象服務學校班

級數之基本資如表 3-2。 
   
表 3-2：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班級數基本資料表 
 

學校規模 學校數 百分比 

12班以下 58 31% 

13-24班 38 20% 

25-48班 55 30% 

49班以上 36 19% 

總計 187 100% 

資源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桃園縣政府教育處網站（2010） 
  

本研究對象依個人背景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分為兩類。個人變景變項包

括：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認證等因素。學校背景變項為

探討學校規模。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因人力、物力及時間等因素，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以學校為單位，正式抽取 50所學校進行調查，依表 3-2百分比例，其中 12

班以下學校抽取 16所，13班至 24班學校抽取 10所，25班至 48班學校抽取

15所，49班以上學校抽取 9所。 

在抽取受試者部份，採隨機取樣。為使不同規模學校的教育人員樣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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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擬對大型學校抽取較多之人數，對小型學校抽取較少之人數。抽

取原則為： 

（一）12班以下學校，每校抽取 6位。 

（二）13-24班以下學校，每校抽取 10位。 

（三）25-48班以下學校，每校抽取 15位。 

（四）49班以上學校，每校抽取 20位，合計發出問卷數為 601份。 

經回收統計，共回收問卷 556份，可用問卷 547份，回收率 92.5%，可

用率 91.0%，樣本分佈情形彙整如表 3-3。 
   

表 3-3 研究問卷填答學校及數量一覽表 
 

分層 學校名稱 班級數 抽樣數 回收份數 可用份數 

第一層 

12班以下 

計 16所 

芭里國小 6 6 5 5 

山東國小 6 6 5 5 

新莊國小 12 6 6 6 

南興國小 12 6 0 0 

大埔國小 6 6 6 6 

蘆竹國小 12 6 6 6 

大華國小 12 6 6 6 

后厝國小 8 6 6 6 

笨港國小 6 6 5 4 

北湖國小 6 6 6 6 

外社國小 6 6 6 6 

大潭國小 6 6 6 6 

蚵間國小 6 6 6 6 

圳頭國小 12 6 6 6 

高義國小 6 6 6 6 

溪海國小 12 6 6 6 

第二層 

13-24班 

計 10所 

新埔國小 20 10 10 10 

中壢國小 23 10 10 10 

宋屋國小 23 10 9 9 

山腳國小 15 1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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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研究問卷填答學校及數量一覽表(續) 
 

分層 學校名稱 班級數 抽樣數 回收份數 可用份數 

第二層 

13-24班 

計 10所 

福源國小 13 10 10 10 

新路國小 20 10 9 9 

長庚國小 20 10 10 10 

新興國小 13 10 10 10 

埔心國小 19 10 10 10 

潮音國小 18 10 10 10 

第三層 

25-48班 

計 15所 

龍山國小 42 15 13 13 

新勢國小 36 15 14 14 

東安國小 39 15 15 15 

楊心國小 38 15 15 15 

瑞埔國小 32 15 15 15 

平興國小 47 15 15 15 

雙龍國小 35 15 14 14 

幸福國小 38 15 15 15 

茄苳國小 36 15 15 15 

南門國小 36 15 15 15 

果林國小 30 15 14 13 

大溪國小 32 15 13 13 

中平國小 38 15 13 13 

新坡國小 42 15 0 0 

仁善國小 30 15 15 15 

第四層 

49班以上 

計 9所 

青溪國小 52 20 14 8 

同安國小 68 20 20 20 

富台國小 54 20 20 20 

中正國小 50 20 19 19 

興國國小 55 20 19 18 

大竹國小 56 20 20 20 

建德國小 60 20 20 20 

元生國小 60 20 20 20 

同德國小 64 20 19 19 

合        計 601 556 547 



70 
 

二二二二、、、、樣本基本資料分配情形樣本基本資料分配情形樣本基本資料分配情形樣本基本資料分配情形 

依據本研究需要，將樣本之背景變項設定為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學

歷、IC3認證通過及學校規模等七項，有效問卷 547份，經統計結果，樣本基

本資料分配情形如表 3-4。 

表 3-4 樣本基本資料分配統計表(總人數為 547) 

背景 變項 人數分配 百分比(%) 

性別 
男 189 34.6 

女 358 65.4 

年齡 

30歲(含)以下 90 16.5 

31-40歲 277 50.6 

41-50歲 158 28.9 

51(歲)含以上 22 4.0 

職務 

科任教師 69 12.6 

導師 244 44.6 

兼職行政人員(組長、導師兼組長) 153 28.0 

主任 81 14.8 

服務年資 

5年(含)以下 82 15 

6-15年 295 53.9 

16-25年 155 28.3 

26年以上 15 2.7 

最高學歷 

師專 6 1.1 

師大、師院 223 40.8 

一般大學 150 27.4 

研究所以上(含 40學分班) 168 30.7 

IC3資訊檢測 
通過 97 17.7 

未參加、未通過 450 82.3 

學校規模 

12班(含)以下 86 15.7 

13-24班 97 17.7 

25-48班 200 36.6 

49班以上 16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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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壹壹壹壹、、、、    編製問卷編製問卷編製問卷編製問卷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為主，所使用的調查工具為「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係調查問卷」，問卷主要

內容分為四部分（1）基本資料；（2）教師知識管理量表；（3）教學資訊素

養量表；（4）教學效能量表。本問卷是為了瞭解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

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現況及關係，而根據相關理念、模式、實證

研究以及與國小教師相關的研究文獻、問卷綜合而成。除了填答說明外，主

要內容茲敘述如下： 

一、個人及學校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職務、年齡、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最高學歷、IC3資訊認證；學校背景變項則為學校規模，共計

7題。 

二、教師知識管理量表 

本研究之教師知識管理量表係採用俞國華（2002）研究國民小學教師知

識管理與專業成長研究之問卷，旨在了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的現況，有關量

表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量表架構 

      本量表包括知識的獲得、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分

享與知識的創新五個層面，共計 22題。 

（二）效度分析 

本量表經原研究者建構專家內容效度後進行項目及因素分析，據以進行

題項的刪減與修改，故本量表具有相當之內容效度。項目分析刪除預試量表

中第 3、7、19題，剩餘題數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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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原始教師知識管理量表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預試量表

題號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

量% 

知識的獲得 

17 .740 

40.022 

62.42% 

1 .729 

2 .724 

21 .698 

16 .687 

知識的儲存 

20 .823 

6.989 

15 .779 

5 .636 

10 .577 

8 .509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23 .655 

6.172 18 .629 

13 .526 

知識的分享 

27 .812 

5.033 

26 .760 

6 .744 

12 .649 

22 .570 

知識的創新 

11 .840 

4.199 

14 .835 

25 .736 

9 .688 

4 .644 

24 .622 

 

經因素分析後，原量表作者認為題號6、25題意與研究因素明顯不符而予

以刪除，正式問卷為22題。 

（三）信度分析 

原始教師知識管理之信度分析，α 係數高達.9295, 各層面的 α 值在.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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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132之間，顯示本量表信度良好，原始問卷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3-6。 
 

表 3-6 原始教師知識管理量表信度分析表 
 

層面 Cronbach α 整體 Cronbach α 

知識的獲得 .8132 

.9295 

知識的儲存 .7889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6835 

知識的分享 .8112 

知識的創新 .7741 

 

（四）填答及記分方式  

本量表係採Likert五點量表編製與計分，選項從『極不符合』1分、『不太

符合』 2分、『有些符合』 3分、『大致符合』 4分到『極為符合』5分。 
 
 

三、教師教學資訊素養量表 

本研究教學資訊素養量表係採用塗淑君（2007）研究台北市國民小學教

師教學資訊素養、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教學資訊素養問卷，旨

在瞭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情形，有關量表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量表架構 

本量表包括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及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等三個層面，共計 18題。 

（二）效度分析 

本量表經原研究者建構專家內容效度後進行項目及因素分析，據以進行題

項的刪減與修改，故本量表具有相當之內容效度。項目分析未刪除預試量表

中任何試題，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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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原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量表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預試量表 

題號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累積變異量 

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學

活動 

2 .722 

51.515% 

65.841% 

16 .719 

6 .691 

15 .687 

14 .667 

1 .619 

7 .613 

17 .562 

指導學生利

用資訊科技

學習 

13 .775 

8.701% 

5 .762 

11 .726 

4 .720 

18 .527 

整合資訊科

技展現教學

資源 

12 .860 

5.625% 

9 .734 

8 .706 

3 .661 

10 .554 

經因素分析後，所有預試題目皆列為正式問卷，共計題數為 18題。 

（三）信度分析 

原始教師資訊素養量表之信度分析 Cronbach α係數高達.934，各層面的 α

值為.883至.868之間，顯示本量表信度良好。原始問卷信度分析結果如表3-8。 

表 3-8 原始教學資訊素養量表信度分析表 

層面 Cronbach α 整體 Cronbach α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883 

.934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863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868 

（四）填答及記分方式  

本量表係採Likert五點量表來編製與計分，選項從『極不符合』1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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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符合』 2分、『有些符合』 3分、『大致符合』 4分到『極為符合』5分。 
 

四、教師教學效能量表 

教師教學效能量表係採用陳木金（1997）「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評鑑量

表」，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有關問卷內容茲說明如下： 

（一）量表架構 

本量表教學效能分為六個層面：1、教學效能自我信念；2、系統呈現教

材內容；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5、建立和諧師生關

係；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共六個層面，共計 36題。其原始問卷題數為 48

題，經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及信度分析後，每層面綜合評斷刪減兩題，共挑

出 36題為正式問卷。 

（二）效度分析 

本量表經原研究者建構專家內容效度後進行因素分析，據以進行題項的刪

減與修改，故本量表具有相當之內容效度，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9。 

表 3-9 原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因素分析表 
因素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教學自我 

效能信念 

1 .7492 

61.3% 

2 .7479 

3 .8041 

4 .7478 

5 .7904 

6 .8355 

7 .8083 

8 .7729 

系統呈現 

教材內容 

9 .8047 

64.4% 

10 .8352 

11 .8027 

12 .7853 

13 .8084 

14 .8364 

15 .8136 

16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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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原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量表因素分析結果(續) 

因素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多元有效 

教學技術 

17 .8032 

60.6% 

18 .7597 

19 .6675 

20 .7513 

21 .8193 

22 .8415 

23 .8438 

24 .7232 

有效運用 

教學時間 

25 .6790 

62.9% 

26 .8284 

27 .8482 

28 .7984 

29 .8492 

30 .8276 

31 .7623 

32 .7356 

建立和諧 

師生關係 

33 .7729 

56.7% 

34 .8204 

35 .8041 

36 .5214 

37 .7948 

38 .7232 

39 .7878 

40 .7584 

營造良好 

班級氣氛 

41 .7298 

69.1% 

42 .8737 

43 .8708 

44 .8486 

45 .8344 

46 .8111 

47 .8605 

48 .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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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分析 

原始組織承諾量表之信度分析 Cronbach α係數高達.9774，各層面的 α值

在.8880到.9355之間，顯示本量表信度良好，原始問卷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3-10。 

表 3-10原始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量表信度分析表 
 

層面 題號 Cronbach α  

1、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1-8 .9093 .9774 

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9-16 .9207 

3、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17-24 .9059 

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25-32 .9147 

5、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33-40 .8880 

6、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41-48 .9355 

 

（四）填答及記分方式  

本量表係採Likert五點量表來編製與計分，選項從『極不符合』1分、『不

太符合』 2分、『有些符合』 3分、『大致符合』 4分到『極為符合』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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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本節主要在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處理方式，包含了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方

法，分別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 

問卷資料整理： 

  （一）篩選回收問卷：問卷回收後，依下列原則剔除無效的問卷。 

        1.填答不誠實：規則性作答或連續一致頻率者。 

        2.資料殘缺：未答題或無效填答率過高者。 

  （二）編碼及登錄：剔除廢卷後，將問卷編碼，並將問卷資料登錄在 SPSS 

17.0版統計軟體中。 

  （三）檢核資料：運用 SPSS次數統計方程式計算各變項的次數分配，對問

卷資料的合理性作檢核修正後，再做統計分析。 

二二二二、、、、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主要為描述性統計、t 考驗（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one-way ANOVA）、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多元逐

步迴歸分析法（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統計

過程則是運用 SPSS For Windows V.17中文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使

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一一一））））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 

1、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析了解研究樣本的背景變項之分佈情形。 

2、以平均數、標準差來了解各個樣本對「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

學效能」的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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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t 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運用 t 考驗，以瞭解二個獨立樣本之間是否有差異存在。本研究利用 t

考驗的項目有背景變項之「性別」及「IC3 資訊認證」，對「知識管理」、「教

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進行檢定，以考驗「性別」之男與女、「IC3資

訊認證」之通過與未通過，比較二者之間有無顯著差異。 

（（（（三三三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藉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探究個人背景變項「年齡」、「職務」、「服務

年資」、「最高學歷」與「學校規模」分別與「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

與「教學效能」之間，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性，若達顯著水準則運用雪費（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四四四四））））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 

藉由此統計方法了解國民小學教師之「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

「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是否達顯著水準。 

（（（（五五五五））））多元多元多元多元逐步迴歸逐步迴歸逐步迴歸逐步迴歸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分析法 

了解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各分層面是否可有效預

測「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分層面，其預測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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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根據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與綜合討論桃園縣國民小學

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與相互間之關係，以考驗各

項研究假設。本章主要分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

現況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差異分析、國小

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相關分析與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力分析等四節。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之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的現

況，根據受試者在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問卷上的填答結果，

進行有關整體與各分層面的平均數、標準差分析，並將各層面平均數除以各

層面的題數，求出每題的平均得分。 

 
壹壹壹壹、、、、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分析 

    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如表4-1所示。 

表4-1 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排序 

知識的獲得 547 16.73 3.15 5 3.35 5 
知識的儲存 547 13.67 2.70 4 3.41 4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547 11.17 1.63 3 3.72 3 
知識的分享 547 19.46 2.82 5 3.89 2 
知識的創新 547 20.07 3.60 5 4.01 1 
整體 547 81.09 10.83 22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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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統計結果得知： 

一、知識管理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知識的獲得」3.35分，「知識的儲

存」3.41分，「知識的內化與應用」3.72分，「知識的分享」3.89分，「知

識的創新」4.01分，整體每題平均得分為3.69分，因此國小教師知識管理

程度介於「有些符合」到「大致符合」之間，屬於中上程度。 

二、根據上述結果，「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分享」、「知識的創

新」每題得分均大於量表平均值3分，且高於整體之平均得分，顯示國小

教師知識管理在此三層面的運用上是較高的，而「知識的獲得」、「知

識的儲存」的得分略低於其它三層面及整體的平均得分。 

 

貳貳貳貳、、、、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現況分析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現況分析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現況分析國小教師之教學資訊素養現況分析 

    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現況，如表4-2所示。 

表4-2 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

數 
每題平

均得分 
排序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547 29.99 5.42 8 3.75 2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547 19.64 3.46 5 3.93 1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547 15.33 4.31 5 3.07 3 

整體 547 64.96 11.33 18 3.61  
 
    由表4-2統計結果得知： 

一、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以「整合資訊科技展現

教學資源」最高，為3.93分，其它二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3.75分，「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3.07分，整體每題平均得分為3.61

分，所以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程度介於「有些符合」到「大致符合」

之間，屬於中上程度。 

二、在教學資訊素養三個分層面中，「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應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平均得分高於量表平均值3分，且高於整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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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訊素養之平均得分。而第三個分層面「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得分約等於量表平均值3分，低於整體平均值，顯示國小教師在指導學生

資訊學習部份較為不足。 

 

參參參參、、、、國小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分析國小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分析 

    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之現況，如表4-3所示。 

表4-3 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

均得分 
排序 

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547 22.10 4.10 6 3.68 6 
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547 23.03 3.18 6 3.83 5 
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547 24.22 5.17 6 4.04 1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547 23.47 3.44 6 3.91 4 
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547 24.05 3.55 6 4.01 2 
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547 23.67 3.65 6 3.95 3 

整體 547 140.54 17.70 36 3.90  

 

由表4-3統計結果得知： 

一、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各分層面與整體之每題平均得分，「教學效能自我信

念」3.68分，「系統呈現教材內容」3.83分，「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04

分，「有效運用教學時間」3.91分，「建立和諧師生關係」4.01分，「營

造良好班級氣氛」3.95分，整體每題平均得分則為3.90分，因此教學效能

程度介於「有些符合」偏向到「大致符合」，屬於中上程度。 

二、教學效能中「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營造良

好班級氣氛」三個分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均高於量表平均值3分且高於整

體之平均得分，「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則略低於平均得分，顯示國小教

師之教學效能雖然大致良好，但教學效能自我信念之自我認同感表現則

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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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綜合分析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綜合分析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綜合分析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綜合分析 

    由上述結果綜合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就知識管理而言就知識管理而言就知識管理而言就知識管理而言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整體而言屬於中上程度，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介於

3.35至4.01之間，皆達中上水準，顯示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的運用情形大致

良好，而其中以「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分享」平均數最高。此結果可能

值此教育改革之際，社會對教育的期望甚高，教師的角色與定位也不斷的受

到挑戰，而教師也必需不斷的創新與提升，才能符應自我的角色與社會的需

求。而教師的同質性高，是最好發展知識管理的場所，透過專業社群的組織

或專業對話的方式進行分享，也是教師提升專業能力的最佳方式。而「知識

的獲得」與「知識的儲存」平均數較低顯示國小教師在此兩層面的運用上是

較差的，推測可能國小教師傳授基礎的學科知識，習於傳統的教學方式，對

於知識的獲得進而儲存知識較為被動。此研究結果與王建智（2002）、林靜

怡（2006）、吳修瑋（2006）、許翠珠（2007）之研究相符。 

 

二二二二、、、、就教學資訊素養而言就教學資訊素養而言就教學資訊素養而言就教學資訊素養而言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屬於中上程度，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介於3.07

至3.93之間，皆達中上水準程度。各層面中「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與「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這兩個層面分數較高，顯示國小教師對於

操作資訊科技及設備，或利用網路搜集教材來實施各領域的教學活動，甚至

自行利用資訊軟體設計教材等能力皆已成熟，概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

每個兒童皆在資訊科技的生活中成長，教師若不順應此趨勢來與這一代資訊

原民溝通，將較難以得到學生的認同。此外，在「指導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學

習」層面表現較不理想，顯示教師多半在關照自身資訊能力或利用資訊科技

來輔助教學，在指導學生利用相關資訊科技來發表或利用網路來學習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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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不足，另外原因可能是多數國民小學學生資訊課程多為科任專長教師擔

任，一般導師及其他科任教師較少直接指導學生學習各項資訊技能，故此層

面整體表現較不理想。此研究結果與塗淑君（2007）之研究相符。 

 

三三三三、、、、就教學效能而言就教學效能而言就教學效能而言就教學效能而言 

    國小教師的教學效能程度整體而言屬中上程度，而在各分層面中以「多

元有效教學方式」、「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得分較高，且平均分數超過4分，

顯示對於多元教學方式的掌握及根據學生的程度適時的變換教學策略，以達

到教學目標。此外重視師生和諧關係，對於班級經營的用心，與學生保持良

好的互動亦是教師所積極營造的教室氣氛。而「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得分相

對較低，平均得分3.68，研究者推測歸因可能為國民小學教師對於自己社會

地位或專業形象的未確立，或者目前教育政策對於輔導管教學生方式的不同，

對於改變學生偏差行為的效果有限感到無力，致使師教自信心較為不足所致。

而整體的研究結果與陳慕賢（2003）、林國賢（2004）、楊雅真（2004）、

許翠珠（2007）之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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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之差異分析之差異分析之差異分析之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不同背景變項桃園縣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

與教學效能之整體與各分層面上得分的差異情形，其中背景變項包含性別、

年齡、職務、服務年資、最高學歷、桃園縣教育人員IC3資訊檢測認證、學校

規模等，調查結果利用t考驗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呈現其差異情形。 
 

壹壹壹壹、、、、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分析 

一一一一、、、、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t考驗

的結果如表4-4所示。 

表4-4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知識的獲得 
男 189 16.44 3.32 

-1.55 
女 358 16.88 3.05 

知識的儲存 
男 189 13.49 2.73 

-1.08 
女 358 13.75 2.69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男 189 11.02 1.67 

-1.59 
女 358 11.25 1.61 

知識的分享 
男 189 18.80 2.95 

-4.06*** 
女 358 19.82 2.69 

知識的創新 
男 189 19.93 4.91 

-0.66 
女 358 20.14 2.66 

整體 
男 189 79.67 11.95 

-2.23* 
女 358 81.84 10.13 

**p<.05   ***p<.001 

    由表4-4中得知，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整體(t=2.23)及「知識

的分享」分層面(t=-4.06)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女性教師在知識的分享及知識

管理整體較男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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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假設一-1：「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5所示。 

表4-5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知識的獲得 

1. 30歲以下 90 16.01 2.89 

2.06 － 
2. 31-40歲 277 16.86 3.39 

3. 41-50歲 158 16.82 2.84 

4. 51歲以上 22 17.36 2.89 

知識的儲存 

1. 30歲以下 90 13.50 2.83 

0.757 － 
2. 31-40歲 277 13.80 2.78 

3. 41-50歲 158 13.47 2.57 

4. 51歲以上 22 14.05 2.21 

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 

1. 30歲以下 90 11.11 1.69 

0.687 － 
2. 31-40歲 277 11.18 1.66 

3. 41-50歲 158 11.12 1.58 

4. 51歲以上 22 11.64 1.47 

知識的分享 

1. 30歲以下 90 19.67 3.18 

1.294 － 
2. 31-40歲 277 19.61 2.79 

3. 41-50歲 158 19.09 2.60 

4. 51歲以上 22 19.50 3.14 

知識的創新 

1. 30歲以下 90 19.93 3.02 

1.187 － 
2. 31-40歲 277 20.31 4.27 

3. 41-50歲 158 19.66 2.59 

4. 51歲以上 22 20.36 2.44 

整體 

1. 30歲以下 90 80.22 10.82 

1.129 － 
2. 31-40歲 277 81.75 11.42 

3. 41-50歲 158 80.16 9.77 

4. 51歲以上 22 82.91 10.29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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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5中得知：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分層面及整體均未

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因此，研究假設一-2：「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三三三三、、、、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6所示。 

表4-6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知識的獲得 

1.科任教師 69 15.99 3.17 

4.710** 
4>1 

4>3 

2.導師 244 16.76 3.10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6.45 3.20 

4.主任 81 17.77 2.953 

知識的儲存 

1.科任教師 69 13.28 2.71 

4.001** 4>2 
2.導師 244 13.39 2.76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3.86 2.65 

4.主任 81 14.46 2.45 

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 

1.科任教師 69 11.10 1.59 

0.882 － 
2.導師 244 11.17 1.65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1.07 1.58 

4.主任 81 11.42 1.72 

知識的分享 

1.科任教師 69 18.87 2.88 

2.006 － 
2.導師 244 19.75 2.91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9.31 2.59 

4.主任 81 19.42 2.86 

知識的創新 

1.科任教師 69 19.67 2.96 

3.823** 4>3 
2.導師 244 20.06 2.81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9.65 2.54 

4.主任 81 21.22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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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續)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1.科任教師 69 78.90 10.55 

3.589* 4>1 
2.導師 244 81.12 10.67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80.33 9.91 

4.主任 81 84.28 12.57 

*p<.05  **p<.01 

    由表4-6中可得知：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分層面「知識的內化

與應用」、「知識的分享」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知識的獲得」(F=4.710，

p<.05)、「知識的儲存」(F=4.001，p<.05)、「知識的創新」(F=3.823，p<.05)

及整體(F=3.589，p<.05)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主任在分層面「知

識的獲得」高於科任教師及兼任行政教師，在分層面「知識的儲存」主任高

於導師，在分層面「知識的創新」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而知識管理整體

上經事後比較結果主任高於科任教師。 

    因此研究假設一-3：「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分支持。 

 

四四四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7所示。 

由表4-7中可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及各層面均未

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因此，研究假設一-4：「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

異」，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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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知識的獲得 

1.5年(含)以下 82 16.54 3.02 

2.172 － 
2.6-15年 295 16.60 3.19 

3.16-25年 155 16.88 3.21 

4.26年以上 15 18.60 1.68 

知識的儲存 

1.5年(含)以下 82 13.93 2.53 

2.148 － 
2.6-15年 295 13.60 2.73 

3.16-25年 155 13.49 2.76 

4.26年以上 15 15.20 1.97 

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 

1.5年(含)以下 82 11.28 1.69 

0.547 － 
2.6-15年 295 11.14 1.60 

3.16-25年 155 11.13 1.66 

4.26年以上 15 11.60 1.68 

知識的分享 

1.5年(含)以下 82 19.87 2.98 

1.510 － 
2.6-15年 295 19.49 2.86 

3.16-25年 155 19.14 2.65 

4.26年以上 15 20.13 2.72 

知識的創新 

1.5年(含)以下 82 20.16 3.02 

0.357 － 
2.6-15年 295 19.93 2.75 

3.16-25年 155 20.22 5.09 

4.26年以上 15 20.60 2.82 

整體 

1.5年(含)以下 82 81.77 10.45 

1.308 － 
2.6-15年 295 80.76 10.48 

3.16-25年 155 80.86 11.75 

4.26年以上 15 86.13 9.20 

 

 

 

五五五五、、、、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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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知識的獲得 

1.師專 6 16.67 4.46 

5.192** 4>2 
2.師大、師院 223 16.12 3.06 

3.一般大學 150 16.95 3.18 

4.研究所以上 168 17.33 3.08 

知識的儲存 

1.師專 6 13.33 3.39 

3.001* － 
2.師大、師院 223 13.26 2.86 

3.一般大學 150 13.93 2.55 

4.研究所以上 168 13.98 2.56 

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 

1.師專 6 10.50 2.07 

6.038*** 
3>2 

4>2 

2.師大、師院 223 10.83 1.64 

3.一般大學 150 11.41 1.46 

4.研究所以上 168 11.42 1.68 

知識的分享 

1.師專 6 19.50 3.27 

2.577 － 
2.師大、師院 223 19.09 2.92 

3.一般大學 150 19.89 2.59 

4.研究所以上 168 19.58 2.84 

知識的創新 

1.師專 6 20.00 3.03 

2.690* 4>2 
2.師大、師院 223 19.60 2.82 

3.一般大學 150 20.12 2.50 

4.研究所以上 168 20.64 5.03 

整體 

1.師專 6 80.00 12.41 

5.451** 
3>2 

4>2 

2.師大、師院 223 78.90 10.65 

3.一般大學 150 82.31 9.92 

4.研究所以上 168 82.94 11.36 

*p<.05  **p<.01  ***p<.001 

    由表4-8中可得知：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分層面「知識的分享」

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知識的獲得」(F=5.192，p<.05)、「知識的儲存」

(F=3.001，p<.05)、「知識的分享與內化」(F=6.038，p<.05)、「知識的創新」

(F=2.690，p<.05)及整體(F=5.451，p<.05)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在分層面「知識的獲得」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在分層面「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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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則無差異，在分層面「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研究所以上高於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高於師大師院，在分層面「知識的創新」研究所以上高於師大師院，

而知識管理整體上研究所以上高於師大師院，一般大學高於師大師院。 

    因此研究假設一-5：「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份支持。 

 

六六六六、、、、通過通過通過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是否通過IC3認證之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標準差及t

考驗的結果如表4-9所示。 

表4-9 是否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知識的獲得 
通過 97 17.36 3.68 

1.930 
未通過 450 16.59 3.01 

知識的儲存 
通過 97 14.02 2.98 

1.435 
未通過 450 13.59 2.64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通過 97 11.32 1.59 

1.007 
未通過 450 11.14 1.64 

知識的分享 
通過 97 19.92 2.68 

1.747 
未通過 450 19.37 2.85 

知識的創新 
通過 97 20.52 2.67 

1.358 
未通過 450 19.97 3.76 

整體 
通過 97 83.13 11.08 

2.058 
未通過 450 80.65 10.74 

 

    由表4-9中得知，是否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各分層

面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是否通過IC3認證在知識管理上無差異。 

    因此研究假設一-6：「是否通過IC3認證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未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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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0所示。 

表4-10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知識的獲得 

1.12班以下 80 16.76 2.94 

1.117 － 
2.13-24班 105 17.20 3.42 

3.25-48班 185 16.65 3.18 

4.49班以上 177 16.51 3.04 

知識的儲存 

1.12班以下 80 13.84 2.78 

0.915 － 
2.13-24班 105 13.99 2.78 

3.25-48班 185 13.54 2.76 

4.49班以上 177 13.53 2.57 

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 

1.12班以下 80 11.29 1.58 

0.219 － 
2.13-24班 105 11.19 1.47 

3.25-48班 185 11.11 1.76 

4.49班以上 177 11.16 1.62 

知識的分享 

1.12班以下 80 19.63 2.56 

0.878 － 
2.13-24班 105 19.33 2.89 

3.25-48班 185 19.25 3.03 

4.49班以上 177 19.69 2.67 

知識的創新 

1.12班以下 80 20.90 6.62 

2.539 － 
2.13-24班 105 20.32 2.73 

3.25-48班 185 19.64 2.98 

4.49班以上 177 19.98 2.49 

整體 

1.12班以下 80 82.41 12.06 

1.119 － 
2.13-24班 105 82.04 10.84 

3.25-48班 185 80.19 11.23 

4.49班以上 177 80.86 9.76 

    由表4-10中可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及各層面均

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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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假設一-7：「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八八八八、、、、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之統計分析，茲就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分層面

及整體的綜合摘要分析如表4-11所示。 

表4-11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情形及事

後比較綜合摘要分析表 

層面 

名稱 
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 

儲存 

知識的內化

與應用 

知識的

分享 
知識的創新 

整體 

知識管理 

性別 
   ***  * 

   女>男  女>男 

年齡 
      

      

職務 

** **   ** *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

師 
主任>導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師 主任>科任教師 

服務 

年資 

      

      

最高 

學歷 

** * ***  * ** 

研究所>師大師院 － 一般大學>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IC3 

認證 

      

      

學校

規模 

      

      

*p<.05  **p<.01  ***p<.001 

    由表4-11之比較分析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在「年齡」、「服務年資」、

「IC3認證」及「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上，對知識管理策略整體及各層面上

無顯著差異，而在「性別」、「職務」、「最高學歷」變項上則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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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茲分析討論如下： 

(一) 就「性別」而言：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分層面「知識

的分享」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女性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分層面

「知識的分享」程度高於男性，其他分層面則無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

與高義展（2002）、吳修瑋（2006）、吳明雄（2010）之研究相符。但

王建智（2002）、卓鴻賓（2004）、許翠珠（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性

別在知識管理整體層面無差異。另林梅鸞（2004）、林國賢（2004）、

楊頌平（2005）、邱馨儀（2006）、陳俊男（2007）的研究結果則顯示

在知識管理整體面男性教師優於女性教師。推測原因可能是取樣對象、

區域性的不同，以致於研究結果差異大。研究者認為在「知識的分享」

分層面上，因為女性教師在國民小學占多數，同儕之間同性別的人際相

處及溝通亦較為頻繁，易於造成互相分享的氣氛，尤其以低年級班級級

任導師而言絕大多數為女性，其授課多僅半天，下午時間即常是教師彼

此專業對話的分享時間，故造成女性教師在知識分享此面上表現較男性

教師為佳。在其他層面無顯著差異的情況下，知識管理整體面女性教師

就優於男性教師。 

(二) 就「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整體知識管理及分層面「知識

的獲得」、「知識的儲存」與「知識的創新」有顯著差異，其中擔任主

任職務者在整體知識管理及上述分層面中高於擔任其他職務者，本研究

結果與林梅鑾（2004）、林國賢（2004）、楊頌平（2005）、陳承賢（2005）、

吳修瑋（2006）、邱馨儀（2006）與陳俊男（2007）之研究相符，但王

建智（2002）、許翠珠（2007）、吳明雄（2010）的研究結果則顯示職

務於知識管理整體上無差異。研究者認為擔任主任職務者綜理處室各項

業務，對於學校整體的發展和教育政策的執行，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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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必需提高自我知識管理的智能，並創新思考的方式建立特色或提高

行政效能，是故在知識管理現況上，顯著優於一般教師。 

(三) 就「最高學歷」而言：不同最高學歷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分

層面「知識的獲得」、「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有顯著

差異，其中最高學歷為研究所者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分層面「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明顯高於「師大師院」者，而「一

般大學」在知識管理整體及分層面「知識的內化與應用」亦高於「師大

師院」者，本研究結果與林朝枝（2005）、楊頌平（2005）、吳修瑋（2006）、

林宗賢（2007）、邱馨儀（2006）及陳俊男（2007）之研究相符。但許

翠珠（2007）、吳明雄（2010）的研究顯示不同學歷教師，對知識管理

差異未達顯著水準。研究者認為目前教師進修管道開放且多元，完成研

究所學位之教師，在教育專業及學術研究上受有專業訓練，對於資訊的

獲取及各種教育問題較能做系統的整理及思考，故在知識管理亦能有較

佳的表現。而師大師院畢業的教師，在知識管理表現上較差，推測原因

可能是正統師範體系畢業之教師，在較為封閉的學養過程中，習於傳統

教學及思考模式，故在知識管理的表現上較為落後。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受性別、職

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異；年齡、服務年資、IC3資訊認證及學校規

模則無明顯影響，因此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年

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

上有顯著差異」，得到大部分支持。 

 

貳貳貳貳、、、、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分析 

一一一一、、、、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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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整體教學資訊素養及各分層面之平均數、標準差

及t考驗結果如表4-12所示。 

表4-12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男 189 30.65 5.00 
2.069* 

女 358 29.64 5.61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男 189 19.53 3.23 
-0.561 

女 358 19.70 3.58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男 189 16.25 4.29 
3.706*** 

女 358 14.84 4.24 

整體 
男 189 66.43 11.26 

2.216* 
女 358 64.18 11.31 

*p<.05  ***p<.001  

     

由表4-12可得知：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層面「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學資源」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t=2.069，p<.05)、「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t=3.706，p<.001)及整體教

學資訊素養(t=2.216，p<.05)有顯著差異，顯示男性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

養程度上高於女性。 

    因此研究假設二-1：「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

異」，得到部分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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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1. 30歲以下 90 30.43 4.71 

2.153 － 
2. 31-40歲 277 30.18 5.00 

3. 41-50歲 158 29.75 6.39 

4. 51歲以上 22 27.36 5.23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1. 30歲以下 90 21.08 3.61 

12.059*** 

1>2 
1>3 
1>4 
2>3 
2>4 

2. 31-40歲 277 19.81 3.24 

3. 41-50歲 158 18.86 3.42 

4. 51歲以上 22 17.32 3.34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1. 30歲以下 90 15.33 4.29 

0.593 － 
2. 31-40歲 277 15.48 4.37 

3. 41-50歲 158 15.20 4.23 

4. 51歲以上 22 14.27 4.32 

整體 

1. 30歲以下 90 66.84 10.19 

3.664* 1>4 
2. 31-40歲 277 65.47 11.14 

3. 41-50歲 158 63.82 11.98 

4. 51歲以上 22 58.95 11.31 

*p<.05  ***p<.001 

    由表4-13中得知：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層面「應用

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及「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未達統計分析之

顯著水準。而在「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F=12.059，p<.001)及教學資

訊素養整體(F=3.664，p<.05)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教師年齡在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30歲以下高於31-40歲，30歲以下高於41-50

歲，30歲以下高於51歲以上，31-40歲高於41-50歲，31-40歲高於51歲以上。

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上則30歲以下高於51歲以上。 

因此，研究假設二-2：「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

差異」，得到部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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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4所示。 

表4-14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1.科任教師 69 29.55 4.92 

5.300* 
4>1 

4>2 

2.導師 244 29.36 5.01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30.10 4.90 

4.主任 81 32.05 7.25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1.科任教師 69 19.14 4.94 

1.356 － 
2.導師 244 19.86 3.15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9.36 3.12 

4.主任 81 19.95 3.42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1.科任教師 69 14.78 4.24 

8.656*** 

4>1 

4>2 

4>3 

2.導師 244 14.66 4.24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5.56 4.23 

4.主任 81 17.33 4.12 

整體 

1.科任教師 69 63.48 11.89 

5.274* 
4>1 

4>2 

2.導師 244 63.88 10.83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65.02 10.89 

4.主任 81 69.33 12.25 

*p<.05  ***p<.001 

    由表4-14中可得知：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層面「整合

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活動」(F=5.300，p<.05)、「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F=8.656，p<.001)

及整體(F=5.274，p<.05)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學活動」分層面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且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在「指

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分層面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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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在整體教學資訊素養上則主任科任教師且主任高於導

師。 

    因此研究假設二-3：「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

異」，得到部分支持。 

 

四四四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

差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5所示。 

表4-15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1.5年(含)以下 82 30.06 4.79 

1.025  
2.6-15年 295 30.25 4.81 

3.16-25年 155 29.37 5.83 

4.26年以上 15 30.80 12.19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1.5年(含)以下 82 20.82 4.11 

8.338*** 

1>3 

1>4 

2>3 

2.6-15年 295 19.87 3.11 

3.16-25年 155 18.74 3.52 

4.26年以上 15 18.13 3.11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1.5年(含)以下 82 14.91 4.16 

0.305  
2.6-15年 295 15.42 4.32 

3.16-25年 155 15.34 4.47 

4.26年以上 15 15.467 3.16 

整體 

1.5年(含)以下 82 65.79 10.54 

1.337  
2.6-15年 295 65.54 10.77 

3.16-25年 155 63.45 12.27 

4.26年以上 15 64.40 15.34 

 

由表4-15中可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層面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教學資

訊素養整體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分層面「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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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38，p<.001) 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服務年資5年以下高

於16-25年，服務年資5年以下高於26年以上，6-15年高於16-25年。 

因此，研究假設二-4：「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

著差異」，得到部份支持。 

 

五五五五、、、、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6所示。 

表4-16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1.師專 6 27.83 5.04 

6.596*** 4>2 
2.師大、師院 223 28.91 4.91 

3.一般大學 150 30.28 5.17 

4.研究所以上 168 31.24 6.01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1.師專 6 18.84 4.92 

1.788  
2.師大、師院 223 19.35 3.52 

3.一般大學 150 19.57 3.66 

4.研究所以上 168 20.13 3.10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1.師專 6 15.33 4.18 

3.805* 4>2 
2.師大、師院 223 14.78 3.98 

3.一般大學 150 15.13 4.55 

4.研究所以上 168 16.23 4.40 

整體 

1.師專 6 62.00 12.65 

5.437** 4>2 
2.師大、師院 223 63.04 10.52 

3.一般大學 150 64.97 12.06 

4.研究所以上 168 67.60 11.23 

*p<.05  **p<.01  ***p<.001 

    由表4-16中可得知：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層面「整合

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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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F=6.596，p<.001)、「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F=3.805，p<.05)

及整體(F=5.437，p<.01)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結果達顯著差異之分層面「應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教學資訊素

養整體上皆發現研究所以上高於師大師院。 

    因此研究假設二-5：「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

異」，得到部份支持。 

 

六六六六、、、、通過通過通過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是否通過IC3認證之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標準差

及t考驗的結果如表4-17所示。 

表4-17 是否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

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通過 97 31.91 4.68 
3.894*** 

未通過 450 29.57 5.49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通過 97 20.73 2.73 
4.089*** 

未通過 450 19.41 3.56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通過 97 17.00 4.30 
4.289*** 

未通過 450 14.96 4.23 

整體 
通過 97 69.64 10.45 

4.568*** 
未通過 450 63.95 11.27 

    由表4-17中得知，是否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分層

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指導

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整體均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是否通過IC3認證在

教學資訊素養上有差異。 

    因此研究假設二-6：「是否通過IC3認證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得

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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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

差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18所示。 

表4-18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

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1.12班(含)以下 80 31.15 5.13 

1.691 － 
2.13-24班 105 30.15 5.04 

3.25-48班 185 29.78 6.23 

4.49班以上 177 29.58 4.80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1.12班(含)以下 80 20.35 3.15 

2.206 － 
2.13-24班 105 20.00 3.30 

3.25-48班 185 19.44 3.85 

4.49班以上 177 19.33 3.21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1.12班(含)以下 80 16.04 4.36 

2.486 － 
2.13-24班 105 16.01 4.31 

3.25-48班 185 14.90 4.22 

4.49班以上 177 15.04 4.31 

整體 

1.12班(含)以下 80 67.54 11.17 

2.606 － 
2.13-24班 105 66.16 11.06 

3.25-48班 185 64.12 11.78 

4.49班以上 177 63.94 10.92 

    由表4-18中可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及各層

面均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因此研究假設二-7：「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八八八八、、、、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之統計分析，茲就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分

層面及整體的綜合摘要分析如表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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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情形

及事後比較綜合摘要分析表 

層面 

名稱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教學資訊素養整

體 

性別 
*  *** * 

男>女  男>女 男>女 

年齡 

 ***  * 

 

30歲以下>31-40歲 
30歲以下>41-50歲 

30歲以下>51歲以上 
31-40歲>41-50歲 

31-40歲>51歲以上 

 
30歲以下>51歲以

上 

職務 
*  *** *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師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 

服務 

年資 

 ***   

 
5年(含)以下>16-25年 

5年(含)以下>26年以上 
6-15年>16-25年 

  

最高 

學歷 

***  * ** 

研究所>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IC3 

認證 

*** *** *** *** 

通過>未通過 通過>未通過 通過>未通過 通過>未通過 

學校

規模 

    

    

*p<.05  **p<.01  ***p<.001 

    由表4-19之分析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在「學校規模」背景變項上對教學

資訊素養整體及各層面上無顯著差異，在「服務年資」背景變項上對教學資

訊素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他「性別」、

「年齡」、「職務」、「最高學歷」、「IC3認證」等背景變項上，對教學資

訊素養整體及部份分層面有顯著差異，茲分析討論如下： 

(一) 就「性別」而言：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應用資

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分層面上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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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其中男性教師程度高於女性，本研究結果與簡木全（2003）、

李航申（2005）及塗淑君（2007）之研究相符。推測一般男性對於機械

操作及邏輯推理能力較女性為佳，故男性教師對於資訊科技使用的認同

與興趣一般較女性為高，本研究顯示在「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性別差異達極為顯著，顯示性別在教學資訊素養上的差異，也影響對於

學生資訊使用的指導，這對於目前資訊融入教學愈來愈廣泛的教學現場

而言，此為需相當重視的一點。 

(二) 就「年齡」而言：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上顯示30歲

以下教師優於51歲以上教師，而在分層面「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30歲以下者均高於其他較高年齡層，31-40歲者亦高於其他較高年齡層，

即一般顯示較為年輕之教師，其教學資訊素養高於年齡較高之教師，尤

其「30歲以下」教師在此分層面更顯著高於更年齡層。本研究結果與簡

木全（2003）、林旻賜（2007）及謝鴻達（2009）之研究相符。其原因

概為網路資訊時代下，年輕教師習於使用資訊軟硬體設備，在其成長及

師資養成過程中，學習與使用資訊的時間遠高於年長教師，也造成這方

面的素養有明顯差異。 

(三) 就「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上有主任高

於科任教師及主任高於導師，在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上也顯示主任對於其他職務教師有顯著

差異。本研究結果與白慧如（2004）、李航申（2005）及林旻賜（2007）

之研究相符。其原因可能為擔任主任職務者，其主要行政工作及業務，

均需透過資訊的使用來提昇其行政效率或業務推展，其接觸電腦的時間

比導師及科任教師為多，此外國小主任在學校亦擔任教學和課程領導的

角色，對於不斷推陳出新的新資訊及資訊教育的推展都必需了解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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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身也必需經常充實資訊素養的概念與技能，此條件使得主任的工作，

其教學資訊素養要比其他職務為高。 

(四) 就「服務年資」而言：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上

無顯著差異，僅在分層面「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上服務年資5

年(含)以下者與16-25年、26年以上有顯著差異，6-15年與16-25年有顯著

差異。本研究結果與簡木全（2003）、林旻賜（2007）及謝鴻達（2009）

之研究相符即教學資訊素養整體上服務年資並未造成太大差異。其原因

可能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中資訊融入教育為重要之一環，不論上級單位

或學校為教師辦理各項之資訊研習隨處可見，而在教學現場上必需使用

資訊設備或溝通也已成趨勢，一般教師深深了解資訊科技與教學、生活

之密不可分，整體教師之資訊素養已比過去提昇。 

(五) 就「最高學歷」而言：不同最高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

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上研究所以上畢業者高於師大師院畢業之教師，本研究結果與簡木全

（2003）、塗淑君（2007）、林旻賜（2007）、謝鴻達（2009）及潘怡

然（2007）之研究相符，其原因推測可能是因研究所以上學歷教師，多

半為近年來於在職進修修習課程，其過程接觸到資訊科技的機會較多，

而在職場上願意再繼續進修者，其學習新事物的動機也較一般強烈，故

對不斷更新的資訊事物應較為敏感，加上研究進俢與學習上的需要。促

使其自身教學資訊素養也更為提昇。 

(六) 就「IC3認證」而言：是否通過IC3資訊檢測之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

整體及三個分層面「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

現教學資源」及「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皆有顯著差異，通過之

教師明顯高於未參加或未通過者，推測原因為IC3建立於國際公認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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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通過者必須掌握對於資訊軟硬體的知識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實際檢

測，故對於教學資訊素養的提昇及對於及自我資訊能力的肯定勢必高於

未通過者，桃園縣政府教育處積極推動教育人員參加IC3-「網際網路與資

訊核心能力認證」，對於教師資訊素養的提昇大有助益，從本研究中可

獲得證實。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受性別、

年齡、職務、最高學歷及IC3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服務年資及學校

規模則無明顯影響，因此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

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資

訊素養上有顯著差異」，得到大部分支持。 

 

參參參參、、、、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分析 

一一一一、、、、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標準差及t考驗

結果如表4-20所示。 

表4-20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男 189 22.35 3.39 

1.031 
女 358 21.97 4.43 

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男 189 22.95 3.27 

-0.449 
女 358 23.08 3.14 

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男 189 23.75 3.17 

-1.535 
女 358 24.46 5.95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男 189 23.13 2.96 

-1.699 
女 358 23.65 3.65 

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男 189 23.99 3.29 

-0.252 
女 358 24.08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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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續)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男 189 23.57 3.48 

-0.471 
女 358 23.73 3.74 

整體 
男 189 139.74 17.19 

-0.767 
女 358 140.96 17.97 

 

    由表4-20中得知，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分層面及教學效

能整體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男女教師在教學效能上無差異。 

    因此研究假設三-1：「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21所示。 

表4-21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效能自我

信念 

1. 30歲以下 90 20.88 3.31 

3.340* 2>1 
2. 31-40歲 277 22.38 4.73 

3. 41-50歲 158 22.22 3.17 

4. 51歲以上 22 22.68 3.70 

系統呈現教材

內容 

1. 30歲以下 90 22.39 3.27 

1.908 － 
2. 31-40歲 277 23.08 3.20 

3. 41-50歲 158 23.20 2.98 

4. 51歲以上 22 23.86 3.78 

多元有效教學

技術 

1. 30歲以下 90 24.09 3.07 

0.624 － 
2. 31-40歲 277 24.01 3.84 

3. 41-50歲 158 24.69 7.76 

4. 51歲以上 22 23.9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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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不同年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續)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 

1. 30歲以下 90 23.13 3.05 

0.745 － 
2. 31-40歲 277 23.43 3.77 

3. 41-50歲 158 23.64 3.05 

4. 51歲以上 22 24.18 3.13 

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 

1. 30歲以下 90 23.88 3.39 

0.249 － 
2. 31-40歲 277 23.99 3.90 

3. 41-50歲 158 24.24 3.05 

4. 51歲以上 22 24.09 3.08 

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 

1. 30歲以下 90 23.14 3.77 

0.851 － 
2. 31-40歲 277 23.74 3.94 

3. 41-50歲 158 23.78 3.08 

4. 51歲以上 22 24.18 3.14 

整體 

1. 30歲以下 90 137.51 16.70 

1.277 － 
2. 31-40歲 277 140.62 17.89 

3. 41-50歲 158 141.78 17.90 

4. 51歲以上 22 142.95 17.39 

*p<.05  **p<.01 

    由表4-21中得知：不同年齡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教學效能自

我信念」(F=3.340，p<.05)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教師年齡31-40

歲高於30歲以下，其他各分層面及整體均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因此，研究假設三-2：「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份支持。 

 

三三三三、、、、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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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效能自我

信念 

1.科任教師 69 21.00 3.21 

7.464*** 

4>1 

4>2 

4>3 

2.導師 244 21.81 5.04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2.12 2.81 

4.主任 81 23.89 3.06 

系統呈現教材

內容 

1.科任教師 69 22.55 3.45 

5.133** 

4>1 

4>2 

4>3 

2.導師 244 22.80 3.09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2.97 3.22 

4.主任 81 24.26 2.88 

多元有效教學

技術 

1.科任教師 69 24.23 5.75 

0.815 － 
2.導師 244 23.86 3.19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4.64 7.74 

4.主任 81 24.49 2.97 

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 

1.科任教師 69 23.07 2.64 

1.287 － 
2.導師 244 23.33 3.07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3.56 4.35 

4.主任 81 24.06 3.07 

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 

1.科任教師 69 23.70 5.75 

3.163* 4>3 
2.導師 244 23.96 3.10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3.76 3.06 

4.主任 81 25.14 3.11 

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 

1.科任教師 69 22.74 3.15 

4.668** 4>1 
2.導師 244 23.59 3.16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23.58 4.55 

4.主任 81 24.89 3.25 

整體 

1.科任教師 69 137.29 18.62 

4.540** 
4>1 

4>2 

2.導師 244 139.34 17.39 

3.兼任行政教師 153 140.64 17.80 

4.主任 81 146.73 16.41 

*p<.05  **p<.01  ***p<.001 

    由表4-22中可得知：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分層面「多元有效教

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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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464，p<.001)、「系統呈現教材內容」(F=5.133，p<.01)、「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F=3.163，p<.05)、「營造良好班級氣氛」(F=4.668，p<.01)及整體(F=4.540，

p<.01)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主

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在分層面「系統

呈現教材內容」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

在分層面「建立和諧師生關係」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在分層面「營造良好

班級氣氛」主任高於科任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高

於導師。 

    因此研究假設三-3：「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分支持。 

 

四四四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23所示。 

由表4-23中可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教學

效能自我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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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服務年資均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

準，僅分層面「系統呈現教材內容」(F=3.213，P<.05) 有顯著差異，且經事後比

較結果發現服務年資26年以上高於5年(含)以下，26年以上高於6-15年。 

因此，研究假設三-4：「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

異」，得到部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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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效能自我

信念 

1.5年(含)以下 82 21.12 3.31 

2.349 － 
2.6-15年 295 22.20 4.61 

3.16-25年 155 22.28 3.41 

4.26年以上 15 23.53 3.27 

系統呈現教材

內容 

1.5年(含)以下 82 22.71 3.16 

3.213* 
4>1 

4>2 

2.6-15年 295 22.95 3.16 

3.16-25年 155 23.13 3.15 

4.26年以上 15 25.40 3.27 

多元有效教學

技術 

1.5年(含)以下 82 24.15 3.28 

0.499 － 
2.6-15年 295 24.01 3.68 

3.16-25年 155 24.57 7.88 

4.26年以上 15 24.93 3.08 

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 

1.5年(含)以下 82 23.11 3.05 

1.827 － 
2.6-15年 295 23.38 3.63 

3.16-25年 155 23.67 3.20 

4.26年以上 15 25.20 3.49 

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 

1.5年(含)以下 82 24.11 3.40 

1.511 － 
2.6-15年 295 23.88 3.76 

3.16-25年 155 24.17 3.26 

4.26年以上 15 25.80 2.96 

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 

1.5年(含)以下 82 23.24 3.56 

0.822 － 
2.6-15年 295 23.71 3.89 

3.16-25年 155 23.74 3.24 

4.26年以上 15 24.73 3.20 

整體 

1.5年(含)以下 82 138.44 16.82 

1.932 － 
2.6-15年 295 140.13 17.13 

3.16-25年 155 141.56 19.13 

4.26年以上 15 149.60 16.16 

*p<.05 

 

五五五五、、、、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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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24所示。 

表4-24 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比較 

教學效能自我

信念 

1.師專 6 20.00 2.19 

5.245** 4>2 
2.師大、師院 223 21.39 5.06 

3.一般大學 150 22.33 3.22 

4.研究所以上 168 22.92 3.16 

系統呈現教材

內容 

1.師專 6 20.50 2.81 

7.335*** 
4>2 

3>2 

2.師大、師院 223 22.39 3.20 

3.一般大學 150 23.38 2.93 

4.研究所以上 168 23.66 3.20 

多元有效教學

技術 

1.師專 6 21.00 2.97 

0.975  
2.師大、師院 223 24.05 7.28 

3.一般大學 150 24.36 2.95 

4.研究所以上 168 24.42 2.91 

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 

1.師專 6 22.17 3.54 

4.553** 
4>2 

3>2 

2.師大、師院 223 22.86 2.97 

3.一般大學 150 23.96 4.41 

4.研究所以上 168 23.89 2.86 

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 

1.師專 6 21.83 2.64 

3.890** 4>2 
2.師大、師院 223 23.55 4.25 

3.一般大學 150 24.23 2.83 

4.研究所以上 168 24.63 3.01 

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 

1.師專 6 22.33 2.42 

3.974** 4>2 
2.師大、師院 223 23.10 3.50 

3.一般大學 150 23.88 2.91 

4.研究所以上 168 24.30 4.32 

整體 

1.師專 6 127.83 12.66 

5.927** 4>2 
2.師大、師院 223 137.35 19.65 

3.一般大學 150 142.13 15.64 

4.研究所以上 168 143.81 15.97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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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24中可得知：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多元有效教

學技術」無顯著差異。而在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F=5.245，p<.01)、「系

統呈現教材內容」(F=7.335，p<.001)、「有效運用教學時間」(F=4.553，p<.01)、

「建立和諧師生關係」(F=3.890，p<.01)、「營造良好班級氣氛」(F=3.974，p<.01)

及整體(F=5.451，p<.05)皆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分層面「教學

效能自我信念」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在分層面「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一般大學教師高於師大師院，在分層面「有

效運用教學時間」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一般大學教師高於師大師院，

在分層面「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在分層面「營

造良好班級氣氛」研究所以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在整體教學效能上研究所以

上教師高於師大師院。 

    因此研究假設三-5：「不同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份支持。 

 

六六六六、、、、通過通過通過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是否通過IC3認證之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標準差及t

考驗的結果如表4-25所示。 

表4-25 是否通過IC3認證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通過 97 22.64 3.07 

1.428 
未通過 450 21.98 4.28 

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通過 97 23.57 3.24 

1.834 
未通過 450 22.92 3.16 

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通過 97 24.88 4.97 

1.385 
未通過 450 24.08 5.21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 
通過 97 23.40 2.78 

-0.214 
未通過 450 23.48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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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 是否通過IC3認證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續) 

層面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通過 97 24.09 2.99 

0.138 
未通過 450 24.04 3.67 

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通過 97 24.58 5.18 

2.008* 
未通過 450 23.48 3.20 

整體 
通過 97 143.15 16.79 

1.607 
未通過 450 139.98 17.85 

    *p<.05 

由表4-25中得知，是否通過IC3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營

造良好班級氣氛」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是否通過IC3認證教師在此分層面有差

異，而在其他分層面及整體教學效能上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是否通過

IC3認證在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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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學效能整體上

無差異。 

    因此研究假設三-6：「是否通過IC3認證在教學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得

到部份支持。 

 

七七七七、、、、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數、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4-26所示。 

由表4-26中可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及各層面均

未達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  

    因此研究假設三-7：「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知識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116 
 

表4-26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

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教學效能自我

信念 

1.12班(含)以下 80 21.90 3.034 

1.252 － 
2.13-24班 105 22.69 3.40 

3.25-48班 185 22.19 5.42 

4.49班以上 177 21.75 3.18 

系統呈現教材

內容 

1.12班(含)以下 80 23.13 3.13 

0.329 － 
2.13-24班 105 23.14 3.43 

3.25-48班 185 23.11 3.20 

4.49班以上 177 22.84 3.05 

多元有效教學

技術 

1.12班(含)以下 80 24.03 3.10 

0.194 － 
2.13-24班 105 24.33 2.85 

3.25-48班 185 24.05 4.36 

4.49班以上 177 24.41 7.34 

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 

1.12班(含)以下 80 23.24 3.05 

0.690 － 
2.13-24班 105 23.56 2.87 

3.25-48班 185 23.72 4.35 

4.49班以上 177 23.26 2.77 

建立和諧師生

關係 

1.12班(含)以下 80 24.03 3.17 

0.046 － 
2.13-24班 105 24.08 3.26 

3.25-48班 185 23.98 3.17 

4.49班以上 177 24.11 4.23 

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 

1.12班(含)以下 80 23.66 3.45 

0.192 － 
2.13-24班 105 23.81 3.26 

3.25-48班 185 23.75 4.37 

4.49班以上 177 23.51 3.11 

整體 

1.12班(含)以下 80 139.98 16.52 

0.253 － 
2.13-24班 105 141.62 16.11 

3.25-48班 185 140.81 19.13 

4.49班以上 177 139.88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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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上差異情形之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之統計分析，茲就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分層面

及整體的綜合摘要分析如表4-27所示。 

表4-27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情形及事

後比較綜合摘要分析表 

層面 

名稱 

教學效能 

自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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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效

能整體 

性別 
       

       

年齡 
*       

31-40歲>30歲以下       

職務 

*** **   * ** **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師 

主任>科任教師

主任>導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師 

  主任>兼任行政教
師 

主任>科
任教師 

主任>科任

教師 
主任>導師 

服務 

年資 

 *      

 
26年以上>5年以下 

26年以上>6-15年 
   

  

最高 

學歷 

** ***  ** ** ** ** 

研究所>師大師

院 

研究所>師大師

院 
一般大學>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師大師院 

研究所>師大師
院 

研究所>師
大師院 

研究所>師
大師院 

IC3 

認證 

     *  

     通過>未
通過 

 

學校

規模 

       

       

*p<.05  **p<.01  ***p<.001 

     

由表4-27之比較分析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在「性別」、「學校規模」等

背景變項上，對教學效能整體及各層面上無顯著差異，在「年齡」、「服務

年資」、「IC3認證」雖有部分層面有顯著差異，但教學效能整體未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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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存在，而「職務」及「最高學歷」的背景變項則除「多元有效教學技術」

分層面外，在其他分層面及教學效能整體有顯著差異存在，茲分析討論如下： 

(一) 就「年齡」而言：不同年齡層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未有顯著差

異，僅在「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中31-40歲之教

師對高於30歲以下教師。本研究結果吳修瑋(2006)與之研究相符，為部份

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但教學效能整體上未有顯著差異，而王建智（2002）、

陳慕賢（2003）、林國賢（2004）、徐進文（2007）及塗淑君（2007）

的研究則顯示不同年齡層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有顯著差異，但

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李航申（2005）及許翠珠（2007）

的研究則顯示不同年齡層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及各分層面上未

有顯著差異，依本研究推測31-40歲之教師於教學生涯上達於成熟期，對

於教學效能自我信念較30歲以下教學青澀期之教師自信能力較為足夠，

其他各分層面各年齡層教師則無顯著差異。 

(二) 就「服務年資」而言：不同服務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未有

顯著差異，僅在「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中26

年以上之教師對高於5以下教師及6-15年服務年資之教師。本研究結果

與黃偉菖（2008）之研究相符，為部份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但教學效

能整體上未有顯著差異，而王建智（2002）、林國賢（2004）、林旻賜

（2007）、徐進文（2007）及塗淑君（2007）的研究則顯示不同服務年

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有顯著差異，但白慧如（2004）、李航

申（2005）、吳修瑋（2006）及許翠珠（2007）的研究則顯示不同服務

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上及各分層面上未有顯著差異。推測原

因是教學年資26年以上教師，對於教材內容的熟悉程度已謂駕輕就熟，

而初任及教學經驗尚不足之教師則對於教材內容的呈現和在摸索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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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段，因此在「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分層面上極易因服務年資而有所

差異。  

(三) 就「IC3認證」而言：是否通過IC3資訊認證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

上未有顯著差異，僅在「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分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其

中通過者高於未通過者，推測可能是因為通過IC3資訊認證之國小教師

資訊素養能力較高，較常善用資訊設備的各項功能做為班級經營推動的

工具，如班級網頁、電子郵件等，而此正可吸引學生之注意及重視，在

班級氣氛的經營上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 就「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及除「多元有效

教學技術」分層面外其他各分層面均有顯著差異，其中在教學效能整體

上主任高於科任教師及導師，在「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及「系統呈現教

材內容」分層面上，主任皆高於科任教師、導師及兼任行政教師，在「建

立和諧師生關係」分層面上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在「營造良好班級

氣氛」分層面上主任高於科任教師，即教師兼主任在教學效能整體及各

分層面表現均高於其他職務教師，本研究結果與陳慕賢（2003）、林國

賢（2004）、吳修瑋（2006）、林旻賜（2007）之研究大致相符，而王

建智（2002）、徐進文（2007）的研究則顯示不同職務教師教學效能無

顯著差異，依據本研究推論其原因，一般主任年資較久，往往也歷任各

種職務工作，其教學經驗較為豐富，亦為學校教學領導及教學視導者，

因此具有較高之教學效能。 

(五) 就「最高學歷」而言：不同最高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整體及除「多

元有效教學技術」分層面外其他各分層面均有顯著差異，其中研究所以

上教師皆高於師大師院教師，此外在「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及「有效運

用教學時間」兩分層面上，一般大學教師高於師大師院教師，本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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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李航申（2005）、林以婷（2006）之研究相符，而王建智（2002）、

陳慕賢（2003）、許翠珠（2007）及黃偉菖（2008）的研究則顯示不同

學歷教師教學效能無顯著差著。根據本研究推測原因為就讀研究所之教

師，因持續不斷專業進修成長及關注於教育事務的新知，對其自身角色

教師承諾將有所助益，而在獲得較高的學位後，其信心及教學能力上會

有所增進，整體教學效能亦能有所提升。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職務及最

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異；性別、年齡、服務年資、IC3資訊認證及學校規

模則較無明顯影響，因此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職務、

年齡、服務年資、學歷、IC3資訊認證、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在教學效

能上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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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分析關係之分析關係之分析關係之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彼此

之間的相關分析。本研究分別以教師知識管理之整體層面及五個分層面「知

識的獲得」、「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分享」和

「知識的創新」，以及教學資訊素養之整體層面及三個分層面「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

技學習」，以及教學效能的整體及六個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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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營造良好班級氣氛」，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及考驗

其顯著性，了解彼此二者之間的相關情形。 

 

壹壹壹壹、、、、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

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茲以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與教學資訊素

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與考驗其顯著性，以

驗證研究假設四「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資訊素養有顯著相關」。其

相關摘要如表4-28所示。 

由表4-28得知：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之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資訊

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積差相關情形均達.001的顯著正相關。而國小教師知

識管理整體層面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為.574，達.001的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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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N=547 ) 

變項名稱 
知識的 

獲得 

知識的 

儲存 

知識的內化

與應用 

知識的 

分享 

知識的 

創新 

知識管理 

整體層面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408***  .477*** .437*** .406***  .386***  .537***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314***  .358*** .419*** .435***  .350***  .473***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435***  .497*** .338*** .274***  .239***  .453*** 

教學資訊素養 

整體層面 
.457***  .526*** .466*** .431***  .382***  .574*** 

*** p<.001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整體與教學資訊素養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應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537、「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473及「指

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453，皆達.0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關，其

中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與知識管理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較高。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分層面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

「知識的獲得」.457、「知識的儲存」.526、「知識的內化與應用」.466、「知

識的分享」.431及「知識的創新」.382，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

相關，其中以「知識的儲存」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之相關程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與張勉懿（2004）、李治果（2007）及張明風（2009）之研

究相符。 

    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可以傳遞與共享的經驗或資訊，持此實證論者其視知

識管理為資訊管理（吳清山、林天佑，2004）。事實上，資訊科技的進步讓

知識管理事半功倍，重視電腦和資訊科技，讓處理複雜且龐大的知識變成容

易且快速。由各分層面來看，知識管理的「知識的儲存」分層面與教學資訊

素養整體相關係數最高，而「知識的儲存」即最需求資訊設備者。故知識管

理能力與資訊素養能力確實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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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驗證研究假設四：「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

資訊素養有顯著相關」，得到完全支持。 

 

貳貳貳貳、、、、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

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茲以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與教學效能各

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與考驗其顯著性，以驗證

研究假設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其相關摘要

如表4-29所示。 

表4-29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 N=547 ) 

變項名稱 
知識的 

獲得 

知識的 

儲存 

知識的內

化與應用 

知識的 

分享 

知識的 

創新 

知識管理 

整體層面 

教學效能自

我信念 
.434***  .459*** .441*** .376*** .380***  .531*** 

系統呈現教

材內容 
.515***  .527*** .556*** .504*** .492***  .660*** 

多元有效教

學技術 
.276***  .292*** .345*** .318*** .343***  .402*** 

有效運用教

學時間 
.369***  .413*** .520*** .433*** .445***  .549*** 

建立和諧師

生關係 
.368***  .390*** .453*** .440*** .460***  .540*** 

營造良好班

級氣氛 
.391***  .400*** .438*** .379*** .396***  .510*** 

教學效能 

整體層面 
.500***  .527*** .585*** .521*** .537***  .679*** 

*** p<.001 

    由表4-29得知：國小教師在「知識管理」之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

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積差相關情形均達.001的顯著正相關。而國小教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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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管理整體層面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為.679，達.001的顯著水

準。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層面與教學效能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教

學效能自我信念」.531、「系統呈現教材內容」.660、「多元有效教學技術」.402、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549、「建立和諧師生關係」.540及「營造良好班級氣氛」.510，

皆達.0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以「系統呈現教材內容」與知識

管理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較高。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各分層面與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知

識的獲得」.500、「知識的儲存」.527、「知識的內化與應用」.585、「知識

的分享」.521及「知識的創新」.537，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

關，其中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與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相關程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與王建智（2002）、林國賢（2004）、吳修瑋（2006）、及

許翠珠（2006）之研究相符。 

教師是知識工作者，教師的知識管理工作，即是運用資訊科技，將知識

及資訊蒐集、儲存、內化與應用、不斷累積、與人分享，甚而創造新的知識

或方法，而以此來提昇教學品質，是現今教師促成專業成長必需具備的專業

思維。教師肯定是一份專業的工作，就必需從知識管理開始，提昇教學效能，

讓學生獲得最佳受益。從本研究中可證實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密

不可分。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能力與教學

效能有顯著相關」，得到完全支持。 

   

參參參參、、、、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效能各層面及

整體之相關分析整體之相關分析整體之相關分析整體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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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茲以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與教學效

能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數，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與考驗其顯著性，以

驗證研究假設六「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其相關

摘要如表4-30所示。 

表4-30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 N=547 ) 

變項名稱 
應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活動 

整合資訊科技 

展現教學資源 

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 

教學資訊素

養整體層面 

教學效能 

自我信念 
.427*** .339*** .441*** .475*** 

系統呈現 

教材內容 
.537*** .414*** .488*** .569*** 

多元有效 

教學技術 
.338*** .313*** .238*** .348*** 

有效運用 

教學時間 
.428*** .362*** .327*** .440*** 

建立和諧 

師生關係 
.433*** .379*** .323*** .446*** 

營造良好 

班級氣氛 
.401*** .350*** .371*** .440*** 

教學效能 

整體層面 
.547*** .463*** .464*** .579*** 

*** p<.001 

由表4-30得知：國小教師在「教學資訊素養」之各層面及整體與「教學

效能」各層面及整體之積差相關情形均達.001的顯著正相關。而國小教師教

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與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為.579，達.001的顯著水

準。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與教學效能各分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

「教學效能自我信念」.475、「系統呈現教材內容」.569、「多元有效教學技術」.348、

「有效運用教學時間」.440、「建立和諧師生關係」.446及「營造良好班級氣氛」.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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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達.0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以「系統呈現教材內容」與教學

資訊素養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較高。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各分層面與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相關係數分別為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547、「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463

及「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464，皆達到.001的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

相關，其中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與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相關程

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與簡木全（2003）、白慧如（2004）、李航申（2005）、塗淑

君（2007）及林旻賜（2007）之研究相符。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為了提昇學

生學習興趣及引導學生更有效的學習，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是現今教

學現場中普遍的趨勢。另九年一貫課程強調給學生帶著走的能力，教導學生

透過資訊科技主動學習，也是教育重要的一環，而教師若無法跟隨科技的腳

步終身學習，必將立即被時代所淘汰。而未來越來越進步的科技，將使教育

與科技的依存越來越緊密。當然，科技不可能完全取代傳統的教學方法，但

是，全面性的輔助教學是必然的（湯志民，2008）。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驗證研究假設六：「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能力與

教學效能有顯著相關」，得到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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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

之預測力分析之預測力分析之預測力分析之預測力分析 

     

壹壹壹壹、、、、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各分層面為預測變項，教學效能

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各變項對教

學效能之聯合預測功能，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七-1：「國民小學教師知識

管理能力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 

 

一一一一、、、、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教學自我效能信念教學自我效能信念教學自我效能信念教學自我效能信念」」」」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教學自我效能信念」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1所示。 

表4-31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儲存 .459 .211 .211 .202 145.817*** 

知識內化與應用 .510 .260 .049 .160 95.784*** 

知識的獲得 .526 .276 .016 .166 69.138*** 

知識的創新 .538 .290 .014 .144 55.339*** 

***p<.001 
    由表4-31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獲得」及「知識

的創新」，多元相關係數為.538，其聯合解釋變異量.290，顯示表中四個

變項能聯合預測「教學效能自我信念」29.0%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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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儲存」層面的預測力最佳，其解

釋量為21.1%，其次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4.9%，

再其次為「知識的獲得」，其解釋變異量為1.6%，最後為「知識的創新」，

其解釋變異量為1.4%，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6.0%。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知識的獲得」及「知識的創新」等層面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教學效

能之「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二二二二、、、、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2所示。 

表4-32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556 .309 .309 .183 244.274*** 

知識的獲得 .617 .380 .071 .178 166.898*** 

知識的創新 .644 .415 .035 .185 128.289*** 

知識的儲存 .656 .431 .016 .173 102.622*** 

知識的分享 .663 .440 .009 .126 84.888*** 

***p<.001 
    由表4-32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獲得」、「知識的創新」、「知識

的儲存」與「知識的分享」，多元相關係數為.663，其聯合解釋變異量.440，

顯示表中五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系統呈現教材內容」44.0%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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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30.9%，其次為「知識的獲得」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7.1%，

再其次為「知識的創新」，其解釋變異量為3.5%，再其次為「知識的儲

存」，其解釋變異量為1.6%，最後為「知識的分享」其解釋變異量為0.9%，

這五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44.0%。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儲存」與「知識的分享」等層面的知識管理

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三三三三、、、、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3所示。 

表4-33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內化與應用 .345 .119 .119 .165 73.488*** 

知識的創新 .388 .150 .031 .199 48.086*** 

知識的儲存 .399 .159 .009 .117 34.341*** 

***p<.001 

    由表4-33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及「知識的儲存」，多元相

關係數為.399，其聯合解釋變異量.159，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多

元有效教學技術」15.9%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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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11.9%，其次為「知識的創新」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3.1%，

最後為「知識的儲存」，其解釋變異量為0.9%，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

力達15.9%。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及

「知識的儲存」等層面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多元有效教

學技術」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四四四四、、、、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4所示。 

表4-34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520 .270 .270 .278 201.897*** 

知識的創新 .550 .303 .032 .175 118.116*** 

知識的儲存 .564 .318 .015 .135 84.390*** 

知識的分享 .569 .324 .006 .106 65.036*** 

***p<.001 
    由表4-34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儲存」與「知識

的分享」，多元相關係數為.569，其聯合解釋變異量.324，顯示表中四個

變項能聯合預測「有效運用教學時間」32.4%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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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釋量為27.0%，其次為「知識的創新」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3.2%，

再其次為「知識的儲存」，其解釋變異量為1.5%，最後為「知識的分享」，

其解釋變異量為0.6%，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32.4%。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

「知識的儲存」與「知識的分享」等層面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教學效

能之「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五五五五、、、、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5所示。 

表4-35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創新 .460 .212 .212 .239 146.409*** 

知識的分享 .517 .267 .056 .168 99.323*** 

知識的儲存 .539 .290 .023 .137 73.929***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546 .299 .009 .135 57.670*** 

***p<.001 
    由表4-35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分享」、「知識的儲存」與「知識的內化

與應用」，多元相關係數為.546，其聯合解釋變異量.299，顯示表中四個

變項能聯合預測「建立和諧師生關係」29.9%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創新」層面的預測力最佳，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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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量為21.2%，其次為「知識的分享」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5.6%，再其

次為「知識的儲存」，其解釋變異量為2.3%，最後為「知識的內化與應

用」，其解釋變異量為0.9%，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9.9%。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分享」、「知識

的儲存」與「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等層面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教學效

能之「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六六六六、、、、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層面之預測分

析析析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36所示。 

表4-36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之逐步多元

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438 .192 .192 .190 129.683*** 

知識的獲得 .478 .229 .037 .145 80.764*** 

知識的創新 .504 .254 .025 .183 61.610*** 

知識的儲存 .511 .262 .008 .123 47.994*** 

***p<.001 

    由表4-36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獲得」、「知識的創新」與「知識

的儲存」，多元相關係數為.511，其聯合解釋變異量.262，顯示表中四個

變項能聯合預測「營造良好班級氣氛」26.2%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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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釋量為19.2%，其次為「知識的獲得」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3.7%，

再其次為「知識的創新」，其解釋變異量為2.5%，最後為「知識的儲存」，

其解釋變異量為0.8%，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6.2%。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創新」與「知識的儲存」等層面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教學效

能之「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七七七七、、、、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4-37所示。 

表4-37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的內化與應用 .585 .342 .342 .211 283.723*** 

知識的創新 .635 .403 .061 .233 183.797*** 

知識的儲存 .669 .447 .044 .166 146.365*** 

知識的獲得 .679 .461 .013 .136 115.678*** 

知識的分享 .685 .469 .009 .126 95.600*** 

***p<.001 
    由表4-37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儲存」、「知識

的獲得」與「知識的分享」，多元相關係數為.685，其聯合解釋變異量.469，

顯示表中五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教學效能整體層面46.9%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量為34.2%，其次為「知識的創新」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6.1%，

再其次為「知識的儲存」，其解釋變異量為4.4%，再其次為「知識的獲

得」，其解釋變異量為1.3%，最後為「知識的分享」，其解釋變異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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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這五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46.9%。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創新」、

「知識的儲存」、「知識的獲得」與「知識的分享」等層面的知識管理

程度越高，整體教學效能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八八八八、、、、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的聯合預測結果如上所述，研究綜合發現

如表4-38所示。 

表4-38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教學效

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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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效

能整體 

知

識

管

理 

知識的獲得 (3)***  (2)***    (2)***   (4)***  

知識的儲存 (1)***  (4)***  (3)***  (3)***  (4)***  (3)***  (3)***  

知識的內化與應

用 

(2)***  (1)***  (1)***  (1)***  (1)***  (4)***  (1)***  

知識的分享  (5)***   (4)***   (2)***  (5)***  

知識的創新 (4)***  (3)***  (2)***  (2)***  (3)***  (1)***  (2)***  

解釋變異量佔總變

異量之百分比 

29.0% 44.0% 15.9% 32.4% 29.9% 26.2% 46.9% 

***p<.001  (1)表示預測力最大，(2)次之，依此類推 
     
由表4-38可以發現：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五個預測變項大致能有效預

測國小教師之教學效能，其中以「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對教學效能分層面「系

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營

造良好班級氣氛」及整體教學效能層面預測力最好，乃教學效能之最佳預測

變項。而「知識的儲存」則在教學效能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有最佳

預測力，此外「知識的創新」則在教學效能分層面「建立和諧師生關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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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預測力。 

    分析上述知識管理各層面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力可知，「知識的內化與應

用」是指資訊在個人既有背景及思考模式下，經不斷的交互作用消化反思成

為個人新知識，即指個人增長知識的內在歷程。而在教師的實際教學 中，大

部份的教學模式即是經由過去教學經驗或教育理論中修正調整，對課程知識

以最有效的方式教授予學生，故本層面為教學效能的最大預測因素。而「知

識的創新」是必需建立在既有知識的豐盛累積之後，對於教師而言，創新教

學方式或班級經營，積極的挑戰自我創新求變，個人都會賦予較正面的評價

及意義，而學生也能獲得新的認知和學習，故對於整體教學效能的預測也相

對較高。「知識的獲得」和「知識的儲存」則是擴張知識的初始階段，對於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可大量而便利的知識獲得而言，選擇有需要者加以儲存

下來，「知識的儲存」其重要性將大於「知識的獲得」。最後「知識的分享」

於知識的傳播和擴散是重要因素，屬於個人知識管理運作範疇，對於教學效

能的預測力相對較低。 

綜合上述分析討論可以得知，研究假設七-1：「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

能力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得到支持。 

    此結果與王建智（2002）、林國賢（2004）、吳修瑋（2006）、及許翠

珠（2006）之研究相符。 

 

貳貳貳貳、、、、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教學資訊素養各分層面為預測變項，教學效能各層面及整體層

面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各變項對教學效能之聯合預

測功能，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七-2：「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

效能具有預測力」。  

一一一一、、、、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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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39所示。 

表4-39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441 .194 .194 .268 131.311***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475 .225 .031 .188 79.087***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481 .231 .006 .097 54.390*** 

***p<.001 

由表4-39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

活動」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481，其聯

合解釋變異量.231，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教學效能自我信念」

23.1%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19.4%，其次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3.1%，再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0.6%，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3.1%。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應用資訊

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教學資

訊素養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面的程度也相對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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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40所示。 

表4-40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537 .288 .288 .321 220.724***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563 .318 .029 .217 126.535***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571 .326 .008 .115 87.428*** 

***p<.001 

由表4-40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系統呈現教材內容」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

學習」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571，其聯

合解釋變異量.326，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系統呈現教材內容」

32.6%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28.8%，其次為「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2.9%，再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0.8%，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32.6%。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

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程度越

高，教學效能之「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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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41所示。 

表4-41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338 .114 .114 .234 70.281***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364 .133 .018 .171 41.613*** 

***p<.001 

由表4-41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

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364，其聯合解釋變異量.133，顯示表中二個變

項能聯合預測「多元有效教學技術」13.3%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11.4%，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1.8%，這二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13.3%。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教學資訊素養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多

元有效教學技術」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四四四四、、、、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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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42所示。 

表4-42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428 .184 .184 .331 122.513***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447 .200 .016 .161 67.935*** 

***p<.001 

由表4-42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有效運用教學時間」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

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447，其聯合解釋變異量.200，顯示表中二個變

項能聯合預測「有效運用教學時間」20.0%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18.4%，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1.6%，這二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0.0%。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教學資訊素養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有

效運用教學時間」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五五五五、、、、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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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3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建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433 .187 .187 .321 125.648***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457 .209 .021 .184 71.748*** 

***p<.001 

由表4-43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建立和諧師生關係」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

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457，其聯合解釋變異量.209，顯示表中二個變

項能聯合預測「建立和諧師生關係」20.9%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18.7%，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2.1%，這二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20.9%。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及「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教學資訊素養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建

立和諧師生關係」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六六六六、、、、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層面之預

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的預測情

形如表4-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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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之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401 .161 .161 .198 104.456***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424 .179 .019 .165 59.453***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440 .194 .014 .151 43.435*** 

***p<.001 

由表4-44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營造良好班級氣氛」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

學習」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多元相關係數為.440，其聯

合解釋變異量.194，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營造良好班級氣氛」

19.4%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16.1%，其次為「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1.9%，再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1.4%，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19.4%。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

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及「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等層面的教學

資訊素養程度越高，教學效能之「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的程度也相

對越高。 

 

七七七七、、、、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4-45所示。 



142 
 

表4-45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

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 .547 .299 .299 .329 232.681*** 

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571 .326 .027 .190 131.711***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582 .339 .012 .151 92.649*** 

***p<.001 

由表4-45可得知： 

(一) 三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整體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及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多元相關係數為.582，其聯合解釋變

異量.339，顯示表中三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整體教學效能33.9%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的預

測力最佳，其解釋量為29.9%，其次為「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2.7%，再其次為「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

面，其解釋變異量為1.2%，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33.9%。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

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及「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等層面的教學

資訊素養程度越高，整體教學效能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八八八八、、、、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論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的聯合預測結果如上所述，研究綜合

發現如表4-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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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6 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摘要

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教學效

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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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效

能整體 

教

學

資

訊

素

養 

應用資訊

科技輔助

教學活動 

(2)***  (1)***  (1)***  (1)***  (1)***  (1)***  (1)***  

整合資訊

科技展現

教學資源 

(3)***  (3)***  (2)***  (2)***  (2)***  (3)***  (2)***  

指導學生

利用資訊

科技學習 

(1)***  (2)***     (2)***  (3)***  

解釋變異量佔總

變異量之百分比 
23.1% 32.6% 13.3% 20.0% 20.9% 19.4% 33.9% 

***p<.001  (1)表示預測力最大，(2)次之，依此類推 
     
由表4-46可以發現：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三個預測變項大致能有

效預測國小教師之教學效能，其中以「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對教學

效能分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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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體教學效能

層面預測力最好，乃教學效能之最佳預測變項。而「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

學習」則在教學效能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有最佳預測力。 

分析上述教學資訊素養各層面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力可知，「應用資訊科

技輔助教學活動」是指教師熟悉各種資訊設備軟硬體的使用及操作，在教學

過程中，能直接利用各種資訊設備以進行教學活動，這是教師在教學現場中

使用資訊融入教學時首先面對知能。對於日新月益資訊軟硬體設備的學習和

應用，以及在網際網路搜尋相關學科知識或教學資源再編輯成自己可用的教

案，從本研究可知，都是教師認為提昇教學效能的最要重要內涵。其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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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是指教師能利用各種資訊科技的特性與優勢加以

整合後，如結合數位相機、攝影機或網站上的圖片、內容等來轉化製作相關

電子教材或學習素材，藉以呈現教師教學的內容或展現學生學習的成果，也

與教師教學效能關係密切。而「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在目前國小資

訊未列入正式課程，多數學校利用彈性或其他課程時間安排科任教師擔任，

大部份教師皆未參與實施，故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力較差。惟「指導學生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在教學效能分層面「教學效能自我信念」有最佳預測力，顯

示有能力指導學生資訊科技者，其自我教學效能信念有增強的作用。 

    綜合上述分析討論可以得知，研究假設七-2：「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

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得到支持。 

    此結果與簡木全（2003）、塗淑君（2007）及林旻賜（2007）之研究相符。 

 
參參參參、、、、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為預測變項，教學

效能整體層面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二變項對教學效

能之聯合預測功能，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七：「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與

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的預測

情形如表4-47所示。 

表4-47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對教學效能整體層面之

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出變項順序 R R2 
  

R2 
  

改變量 

β F值 

知識管理整體層面 .679 .461 .461 .517 466.831*** 

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 .718 .515 .054 .283 288.90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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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47可得知： 

(一) 二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整體教學效能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知識管理整體層面」及「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多元相關係數

為.718，其聯合解釋變異量.515，顯示表中二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整體教學

效能51.5%的變異量。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量來看，以「知識管理整體層面」的預測力最佳，其

解釋量為46.1%，其次為「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層面」，其解釋變異量為5.4%，

這二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51.5%。 

(三) 在β係數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知識管理整體層面」及「教學資訊素養整

體層面」兩層面的程度越高，整體教學效能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分析上述兩變項「知識管理」及「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的預

測力結果，知識管理的預測力高於教學資訊素養，顯示教師知識管理即教師

對於教育專業知能提昇成長的全部歷程內涵，相對於教學資訊素養即知識管

理或展現教學工具的應用，內涵的重要性大於工具的使用。 

綜合上述分析討論可以得知，研究假設七：「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能

力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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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

效能關係之實際情形，同時了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

能之間的關係。為達研究目的，首先蒐集、閱讀、歸納整理相關文獻，提出

研究架構，編製「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問卷」作為調查工具，並從事資料處理，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最後就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行政、教師，以及做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綜合第四章調查結果與研究發現之分析與討論，本研究歸納結論如下: 

壹壹壹壹、、、、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為中上程度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為中上程度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為中上程度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為中上程度，，，，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知識的獲得知識的獲得知識的獲得知識的獲得」」」」

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教學資訊素養屬中上等程度教學資訊素養屬中上等程度教學資訊素養屬中上等程度教學資訊素養屬中上等程度，，，，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指導學生利用資指導學生利用資指導學生利用資指導學生利用資

訊科技學習訊科技學習訊科技學習訊科技學習」」」」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教學效能亦為中上程度教學效能亦為中上程度教學效能亦為中上程度教學效能亦為中上程度，，，，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教學效教學效教學效教學效

能自我信念能自我信念能自我信念能自我信念」」」」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層面較低 

    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的現況，整體來說大致屬於中上程度；各分層面中以「知

識的創新」、「知識的分享」、「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的程度較高，而在「知

識的獲得」、「知識的儲存」層面上程度較低。 

在教學資訊素養部分，整體而言屬於中上程度，各分層面以「整合資訊

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及「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的程度較高，而在「指

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面程度較低。 

在教學效能部分，整體而言屬於中上程度，各分層面以「多元有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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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及「有效運用教學

時間」的程度較高，而在「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及「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層

面程度較低。 

 

貳貳貳貳、、、、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受性別、、、、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

有所差異有所差異有所差異有所差異；；；；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IC3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無明顯影

響響響響 

一、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受「性別」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知識的分享」層面及知識管理整體而言，女性教師高於男性教

師。 

二、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受「職務」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知識的獲得」層面，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並高於兼任行政

教師；就「知識的儲存」層面，主任高於導師；就「知識的創新」層面，主

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就知識管理整體而言，主任高於科任教師。 

三、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受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知識的獲得」層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就「知識的內化與

應用」層面，一般大學高於師大師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就「知識的創

新」層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就知識管理整體而言，一般大學高於師大

師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 

 

參參參參、、、、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受性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受性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職務職務職務職務、、、、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學歷及學歷及學歷及學歷及IC3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服務年資及學校規模則無明

顯影響顯影響顯影響顯影響 

一、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受「性別」影響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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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層面及教學資訊素養整體而言，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 

二、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受「年齡」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層面30歲以下教師高於31-40歲教

師、30歲以下教師高於41-50歲教師、30歲以下教師高於51歲以上教師、31-40

歲教師高於41-50歲教師、31-40歲教師高於51歲以上教師；就教學資訊素養整

體而言，30歲以下教師高於51歲以上教師。 

三、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受「職務」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

高於導師；就「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面，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

任高於導師、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就教學資訊素養整體而言，主任高於

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 

四、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受「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層面及教學資訊素養整體而言，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 

五、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受性「IC3資訊認證」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整合資訊科技展現教學資源」、

「指導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學習」層面及教學資訊素養整體而言，通過IC3資訊

認證高於未通過IC3資訊認證。 

 

肆肆肆肆、、、、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整體受職務及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

異異異異；；；；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服務年資、、、、IC3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較無明顯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較無明顯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較無明顯資訊認證及學校規模則較無明顯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一、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受「職務」影響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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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教學效能自我信念」、「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層面，主任高於

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就「建立和諧師生關係」

層面，主任高於兼任行政教師；就「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層面，主任高於科

任教師；就教學效能整體而言，主任高於科任教師、主任高於導師。 

二、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效能受「最高學歷」影響而有所差異 

其中在「教學效能自我信念」、「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營造良好班

級氣氛」及教學效能整體而言，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就「系統呈現教材內

容」層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一般大學高於師大師院；就「有效運用教

學時間」層面，研究所高於師大師院、一般大學高於師大師院。 

 

伍伍伍伍、、、、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具有顯著正相關。。。。 

    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及各層面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與各層面之

間皆有顯著正相關，表示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的情形愈佳，則其教學資訊素養

也愈佳。 

 

陸陸陸陸、、、、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 

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整體及各層面與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間皆

有顯著正相關，表示國小教師知識管理的情形愈佳，則其教學效能也愈佳。 

 

柒柒柒柒、、、、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 

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各層面與教學效能整體與各層面之

間皆有顯著正相關，表示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的情形愈佳，則其教學效能

也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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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的內化與應用的內化與應用的內化與應用的內化與應用」」」」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 

根據多元迴歸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就桃園縣國小整體教師教學效能與各

層面而言，發現教師知識管理之「知識的內化與應用」層面對整體教學效能、

「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有效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及

「建立和諧師生關係」等層面的預測力最大。顯示知識的內化與應用較高的

教師，能具有更高的教學效能。 

 

玖玖玖玖、、、、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桃園縣國小教師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應應應應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為最佳預測變項 

根據多元迴歸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就桃園縣國小整體教師教學效能與各

層面而言，發現教師教學資訊素養之「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層面對

整體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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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造良好師生關係」等層面的預

測力最大。顯示應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較高的教師，能具有更高的教學

效能。 

 

拾拾拾拾、、、、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桃園縣國小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作用測作用測作用測作用，，，，

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其中以「「「「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為較佳預測變項為較佳預測變項為較佳預測變項為較佳預測變項 

根據多元迴歸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就桃園縣國小整體教師教學效能與知

識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兩變項而言，教師知識管理的預測力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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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事項，希冀能對國小教師、學校或教育

行政機關和未來研究者有所啟示，以作為日後參考的依據。 
 

壹壹壹壹、、、、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 
 

一一一一、、、、重視自身專業知能重視自身專業知能重視自身專業知能重視自身專業知能，，，，終身學習自我提昇終身學習自我提昇終身學習自我提昇終身學習自我提昇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在「知識的獲得」與「知識

的儲存」兩層面表現較為不佳，顯示國小教師常年習於基礎學科知識的教學，

缺乏研究精進的能力和對教育新知的探索。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面對知識爆

炸且推陳出新的衝擊和挑戰下，教師不斷的進修以獲得專業成長日形重要，

不論是教育專業知識、學科領域知識、資訊素養等都是持續學習的目標。此

外，研究也指出「學歷」背景因素對本研究三變項皆有顯著差異，是故教師

本身，必需主動參與在職進修教育，積極的自我充實，做一個終身學習者，

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教師專業的地位，符應社會的要求、建立自我的肯定。 

 

二二二二、、、、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成立教師專業社群，，，，建立分享對話文化建立分享對話文化建立分享對話文化建立分享對話文化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管理「知識的分享」層

面表現較為佳，也影響整體知識管理在性別背景變項上產生差異。文獻中曾

提及勤業顧問管理公司的知識管理公式：KM=（P+I）S
。S代表share，即知

識如能分享，知識管理的效能將以平方的倍數擴展，是非常具大的力量。目

前教育部刻正透過精進教學計畫，鼓勵教師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是以教師自願發起，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組成小組，攜手合作，

經由集體的智慧與力量，提昇教學的效能的共同成長模式，基本上即是希望

建立分享的校園文化，透過教師彼此專業對話，互相學習，共同提升。故自

主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同儕共同學習的力量，並鼓勵男性教師積極參

與學校內正式及非正式的教師組織，將有助於個人教學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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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實施資訊融入教學，，，，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呈顯著正相關，教師若

能落實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中，將有助於教師教學效能的提升。我們常將

1980年以後出生者稱為「數位原生世代」(digital native generation)或是「N世

代」(Net generation)(李麗君，2010)，傳統的教育方式不再適用於這群新人類，

為了適應數位化的環境以及面對數位原生世代，改變是必然的。而資訊融入

教學，活化教學過程，對目前積極推動的互動式電子白板、電子書、電子書

包、未來教室專題研究教學等，教師都必需透過各種學習進修管道積極獲取

相關新知。因為現在學生已在快速獲得資訊且以鮮明感官剌激多面向且及時

回饋(柯志恩、黃一庭，2010)的認知歷程中成長，教師如何能增進自身的教學

資訊素養以面對數位世代學生，將是教學效能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 

 

四四四四、、、、建立個人知識平台建立個人知識平台建立個人知識平台建立個人知識平台，，，，累積豐富教學資源累積豐富教學資源累積豐富教學資源累積豐富教學資源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知識管理整體與各層面與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各

層面有顯著相關。而教師是知識工作的傳遞者，不論是內隱知識或外顯知識，

都是教師生涯的重要資產。如何將經年累月的外顯知識系統化，成為容易取

得、利用的知識形式，將是教師知識管理和教學資訊素養的重要課題。利用

資訊設備將教學檔案以資料庫平台的形式分門別類的建立，將使知識管理的

工作事半功倍。如此一來教師的教學資料能快速的存取或更新，另外也能利

用資訊及網路的特性分享自身的資源讓其他教師獲益。 

 

伍伍伍伍、、、、參與專業發展評參與專業發展評參與專業發展評參與專業發展評鑑鑑鑑鑑，，，，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在知識管理及教學效能不論在整體及各層

面上皆達中上以上水準的表現，而目前教育部正在推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從95學年度起試辦3年後，目前已進入常態性辦理階段，唯仍以教師自願參加

為原則，而實施方式不論是教師自評、教學檔案或同儕、專家的教學觀察等，

都與知識管理的「知識的內化與應用」、「知識的儲存」、「知識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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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學資訊素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能透過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機制，以落實知識管理的實施，並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建立教師專業地位將

有莫大的助益。 

 

貳貳貳貳、、、、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一一一、、、、培養教師資訊能力培養教師資訊能力培養教師資訊能力培養教師資訊能力，，，，配套資訊檢測效能配套資訊檢測效能配套資訊檢測效能配套資訊檢測效能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是否通過IC3資訊認證，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各層

面有顯著差異。顯示本項國際性之資訊檢測，確實能做為評估教師資訊素養

的標準。而目前桃園縣政府教育處並未強制教師參與，僅做為個人進修，自

我檢測之用。然此項基本資訊能力認證測驗，未來應可作為全縣或各校徵聘

新進教師之門檻及基本資格。其次，研究結果指出，女性教師教學資訊素養

顯著低於男性，年齡也呈現差異情形，因此各校在安排教師資訊研習時，應

注意資訊研習內容的系統化及難易度，讓不同性別及年齡層的教師需求能夠

得到滿足。 

 

二二二二、、、、擴大擴大擴大擴大資訊認證資訊認證資訊認證資訊認證範圍範圍範圍範圍，，，，提昇實質教學效能提昇實質教學效能提昇實質教學效能提昇實質教學效能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是否通過IC3資訊認證，在教學資訊素養整體及各層

面有顯著差異，但對教學效能整體卻無差異。IC3為網際網路與資訊核心能力

認證，是由微軟公司所屬的思遞波公司所設計，針對網路使用及常用軟體的

檢測認證，其確實對資訊素養有權威性的指標作用，但對於教師應用於實際

應用於資訊融入教學所需則仍有不足。如能參考「Intel教師計畫」內容，輔

以「教案設計能力」、「教學思考工具」使用或結合電子白板教學管理軟體，

以舉辦研習方式並辦理檢測認證，相信能讓教師獲得更進階實用及與時俱進

的資訊能力，也必能激發教師不斷充實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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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補助教師資訊設備補助教師資訊設備補助教師資訊設備補助教師資訊設備，，，，鼓勵知識數位化管理鼓勵知識數位化管理鼓勵知識數位化管理鼓勵知識數位化管理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呈顯著正相關，而「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資訊科技設備是教師實施知識管理不可或缺的工

具。然歷年政府機構對於資訊設備的補助，多儘限於電腦教室、伺服器或投

影設備等教室硬體面的更新或汰換，教師多半自購相關資訊設備，如個人電

腦、數位相機等。研究者建議，為鼓勵教師進行知識管理，提昇資訊素養，

可以補助教師購置資訊設備的方式，如與廠商合作提供教師專案，或限定4

年內(一般資訊設備使用年限)經費補助一次，唯有提供教師額外誘因鼓勵，才

能熟悉各種資訊設備，並避免與他人共用的困擾，促使教師教學資訊素養與

教學效能的提升。 

 

四四四四、、、、辦理知識管理研習辦理知識管理研習辦理知識管理研習辦理知識管理研習，，，，提昇知識管理知能提昇知識管理知能提昇知識管理知能提昇知識管理知能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呈現顯著正相關，而就知識

管理與教學資訊素養兩變項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力而言，知識管理具較佳之預

測力。學校或教育行政機構對於資訊教育的研習的開辦絡繹不絕，但卻對知

識管理開設的教育研習相當闕如。本研究雖然顯示目前國小教師知識管理屬

中上程度，但未來對於知識管理的推展，仍需辦理各項以知識管理為主題的

研習進修活動，如以實務上已實做有成效可提供標竿學習的教師經驗分享，

學校訂定知識管理推動計畫，以引導個人及組織知識管理的發展。 

 

五五五五、、、、建立職務輪調機制建立職務輪調機制建立職務輪調機制建立職務輪調機制，，，，參與學校行政工作參與學校行政工作參與學校行政工作參與學校行政工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職務在本研究三個變項中整體及部份層面中皆有顯著

差異，其中主任多高於導師及科任導師，兼任行政教師雖未明顯高於導師及

科任教師，但在教學資訊素養及教學效能整體平均數上皆高於導師及科任教

師。顯示不論是主任或兼任行政之教師在職務激勵的情況下，表現將優於未

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雖然，桃園縣主任工作職務需經由徵試考試合格後聘

用，校長或行政機關應鼓勵同仁積極朝此方向努力。而校內兼任行政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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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職務，也可以建立有系統的輪調機制，在行政工作的層面更宏觀學校教

育發展及擴大對校務的參與，如此對組織必能產生向心力，進而提升教學的

效能。 

 

參參參參、、、、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範圍較小，差異性較無法顯

現，推論上受到限制，未來可再擴及其它縣市區域，或以國中教師、或以擔

任不同年鈒、領域教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以做為後續之相關研究。 

 

二二二二、、、、研究變項方面研究變項方面研究變項方面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以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為自變項，

教學效能為依變項，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統計分析，然而與以上三變項相關

的因素仍有許多，如研究者在建議事項中提出之教師專業社群、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主題。而未來在背景變項上面，則可增加如學

校的資訊設備分配、資訊經費多寡、師資資訊訓練等，將使研究內容更為豐

富。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後採用問卷調查法，而由於人力、物力之限制，未

輔以訪談與觀察的質化研究，未來的研究如條件上許可，透過專業對話訪談

或長時間之觀察，將可得到質量並重而更深入的資料，使研究更加嚴謹。此

外，對於教學效能是以教師自評教學表現為依據，恐有教師填寫時個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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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如能以實驗研究法探討，或以學生評鑑的方式做為教學效能的依據，

將可以更多元的角度獲得結論。 

 

四四四四、、、、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之工具係採用俞國華(2002)研究「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與專業成

長之研究」、塗淑君(2007)研究「教學資訊素養、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關係之

究」及陳木金(1997)研究「國民小學教師領導技巧、班級經營策略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之問卷彙整而成，原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惟原問卷之

年代部份較為久遠，面對時代的變遷恐仍有未臻理想之處，未來研究者可視

研究目的及需要，加以充實或依實際需要修訂之，以設計更為妥善適切的研

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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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教學資訊素養與教學效能關係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的調查問卷，目的在於了解教師知識管理及教學資訊素養與

教學效能的現況，並能進一步分析其相關性，期能研擬出適切之建議。 

本問卷共分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教師之【背景資料】，第二部份為教師之【知

識管理】量表，第三部份為【教學資訊素養】量表，第四部份為【教學效能】量表。 

您所填的意見非常寶貴，對本研究將會有很大的助益。本問卷所取得的資料僅

做學術研究之用，不涉及個別探討，懇請您依據自己教學的實際情形來作答。非常

謝謝您的支持與幫助！耑此 敬祝  時祺教安 

指導教授：秦夢群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研 究 生：官振良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請在適當的�處打�） 

1.性別：�男 �女 

2.年齡：�30歲以下(含 30歲) �31-40歲 �41-50歲 �50歲以上 

3.職務：�科任教師 �導師 �兼職行政人員(組長、導師兼組長) �主任 

4.服務年資：�5年以下(含 5年) �6-15年 �16-25年 �26年以上 

5.最高學歷：�師專 �師大、師院 �一般大學 �研究所以上(含 40學分班) 

6.是否參與桃園縣教育人員 IC3資訊檢測：�參加 3科通過�參加未通過�未參加 

7.學校規模(不含特殊班)：�12班(含)以下 �13-24班 �25-36班 �37班以上 

以下問題請依您實際情形在適當的選項(5-4-3-2-1)中圈選。(每題都請填答，謝謝！)  

第二部份【知識管理】 
 

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1. 我會固定閱讀與教育相關的雜誌與新聞………………………… 5 4 3 2 1 

2. 
我會將雜誌、書刊或報紙上的教育相關議題用影印、剪貼或其
他方式保存下來…………………………………………………… 

 
5 

 
4 

 
3 

 
2 

 
1 

3. 我能經常參加讀書會以擴展自己的視野………………………… 5 4 3 2 1 

4. 我會隨時建立學生資料檔案，並記錄其日常生活表現情形…… 5 4 3 2 1 

5. 我能參加進修活動，增加對教育新知的瞭解…………………… 5 4 3 2 1 

6. 我能將所蒐集的資料有效分類，以便再次尋找…………………  5 4 3 2 1 

7. 我會將同事或行政人員提供之意見記錄下來，並做整理……… 5 4 3 2 1 

8. 我會建立個人專長學科之評量題庫，方便以後教學評量使用…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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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9. 
我會將自己的教育、教學策略、教學步驟等，以書面方式寫下 
或記錄在電腦檔案中……………………………………………… 

 
5 

 
4 

 
3 

 
2 

 
1 

10. 我能夠藉由教學演練，修正或提昇對教學理論的瞭解………… 5 4 3 2 1 

11. 我能夠考慮學校環境、社區文化等因素，適度改變教學方法… 5 4 3 2 1 

12. 我能從教育理論與個人教學經驗中，反省並建構自己的教育理 5 4 3 2 1 

13. 我會與同事分享所蒐集到之教育資料…………………………… 5 4 3 2 1 

14. 我會與其他老師進行教學觀察，並討論觀察所得……………… 5 4 3 2 1 

15. 我會聽取同事認為有效的教學經驗……………………………… 5 4 3 2 1 

16. 我會與同事利用課餘時間討論教學理念或所遇之教學困境…… 5 4 3 2 1 

17. 我會與同事分享教學資源，如新教材、新設備等……………… 5 4 3 2 1 

18. 我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式與策略………………………………… 5 4 3 2 1 

19. 在閱讀教育相關資料後，我會據以省思自己的教學現況……… 5 4 3 2 1 

20. 我會時常反省自己的教學態度與理念…………………………… 5 4 3 2 1 

21. 我願意嘗試設計課程並試用之…………………………………… 5 4 3 2 1 

22. 我願意嘗試更有效的管教學生方式……………………………… 5 4 3 2 1 
 

第三部份【教學資訊素養】 

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1. 課堂上我會使用單槍投影機展示教學內容……………………… 5 4 3 2 1 

2. 我會在教學準備時，尋找適合課程的電腦軟體光碟來輔助教學 5 4 3 2 1 

3. 我會使用文書處理軟體來製作學生使用的學習單或作業單…… 5 4 3 2 1 

4. 
我會指導學生利用網頁製作軟體製作個人網站，以記錄自己的
學習歷程…………………………………………………………… 

 
5 

 
4 

 
3 

 
2 

 
1 

5. 
我會製作與課程相關之線上教材，讓學生可以透過網站進行 
e-learning 學習與討論 …………………………………………… 

 
5 

 
4 

 
3 

 
2 

 
1 

6. 我會指導學生利用資訊設備及網際網路完成作業……………… 5 4 3 2 1 

7. 我會設計出資訊融入一般學科的教學活動……………………… 5 4 3 2 1 

8. 
我會使用數位相機或攝影機拍攝與課程相關之照片或影片並應
用於教學中………………………………………………………… 

 
5 

 
4 

 
3 

 
2 

 
1 

9. 
我會利用網際網路搜尋到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教學資訊，如圖片
網頁網站等………………………………………………………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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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10. 
我會把學生的作品轉換成電子檔案，並置於班級或教學網站上
提供學生相互觀摩………………………………………………… 

 
5 

 
4 

 
3 

 
2 

 
1 

11. 
我會指導學生利用簡報軟體 powerpoint製作專題作業並於課堂
中報告……………………………………………………………… 

 
5 

 
4 

 
3 

 
2 

 
1 

12. 我會使用資訊設備如數位相機或攝影機來紀錄學生的學習成果 5 4 3 2 1 

13. 我會配合課程內容來設計線上試題以提供學生上網練習或測驗 5 4 3 2 1 

14. 
我會充分利用許多教學資源網站：如臺北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
心等搜尋，並下載與課程相關之教材來輔助教學……………… 

 
5 

 
4 

 
3 

 
2 

 
1 

15. 我會指導學生如何上網搜尋並整合、應用與課程相關之資源… 5 4 3 2 1 

16. 我會學習操作電腦軟體或多媒體教學光碟以輔助教學活動…… 5 4 3 2 1 

17. 
我會擷取與課程內容有關的影片，其中的畫面或聲音存成影片
檔或聲音檔加入教材中…………………………………………… 

 
5 

 
4 

 
3 

 
2 

 
1 

18. 我會指導學生學習善用資訊科技來解決真實世界的各種問題… 5 4 3 2 1 
 

第四部份【教學效能】 
 

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1. 我覺得我有足夠的學識和經驗可以處理學生學習的問題……… 5 4 3 2 1 

2. 只要我盡力，即使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強我也能把他們教好…… 5 4 3 2 1 

3. 我對學生期望高而他們也朝向我的期望去努力………………… 5 4 3 2 1 

4. 雖然學校環境設備不佳，但我也能發揮教學的成效…………… 5 4 3 2 1 

5. 我相信經由我的教學，可以改變家庭經驗對學生影響………… 5 4 3 2 1 

6. 對不守紀律的學生，我有辦法讓他們接受紀律的要求………… 5 4 3 2 1 

7.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事先做好教學計畫………………………… 5 4 3 2 1 

8.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充分精熟授課單元內容…………………… 5 4 3 2 1 

9. 在進行教學前，我會安排預習活動並要求學生確實做到……… 5 4 3 2 1 

10.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總結學生發表的意見並加以指導………… 5 4 3 2 1 

11. 在每節結束前，我會總結教材內容並摘要學習要點…………… 5 4 3 2 1 

12. 在每節結束前，我會示範指導學生如何整理學習要點………… 5 4 3 2 1 

13.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變化教學活動維持學生的注意力………… 5 4 3 2 1 

14. 我會配合教學需要，進行實驗，分組活動等教學方式………… 5 4 3 2 1 

15. 我能依教學科目教材內容選用適當的教學媒體…………………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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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
為
符
合 

大
致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極
不
符
合 

16. 我會應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如講述法、討論法、問答法………      

17. 我會以開放式問題，促進學生進一步思考……………………… 5 4 3 2 1 

18. 我會以問題型式，由淺而深探詢學生是否真正瞭解…………… 5 4 3 2 1 

19. 我會合理分配起承轉合每一個教學活動時間…………………… 5 4 3 2 1 

20. 我會維持緊湊流暢的教學步調…………………………………… 5 4 3 2 1 

21. 我會在轉換教學活動時，對學生作清楚明確的指示…………… 5 4 3 2 1 

22. 我會以簡短的時間處理課堂突發的問題，並迅速排除………… 5 4 3 2 1 

23. 我會在作教學準備時先作好上課時間的安排…………………… 5 4 3 2 1 

24. 我會給予學生足夠發問、討論的時間…………………………… 5 4 3 2 1 

25. 我會與學生共同檢討學習成果，指導其努力的方向…………… 5 4 3 2 1 

26. 我會與學生分享彼此經驗，促進師生感情交流………………… 5 4 3 2 1 

27. 我會設計合作式教學活動，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互動………… 5 4 3 2 1 

28. 我會對有特殊困難的學生，表達善意和幫助…………………… 5 4 3 2 1 

29. 我會以民主的方式，給予學生自我表達和作決定的機會……… 5 4 3 2 1 

30. 我會以幽默的氣氛帶動教室裡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 5 4 3 2 1 

31.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保持良好的師生溝通……………………… 5 4 3 2 1 

32. 在我的教室裡，我能創造融洽的學習氣氛……………………… 5 4 3 2 1 

33.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聽課的態度良好………………………… 5 4 3 2 1 

34. 在我的教室裡，有很強的團隊凝聚力…………………………… 5 4 3 2 1 

35.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都能遵守班級規定或公約……………… 5 4 3 2 1 

36. 在我的教室裡，學生們的學習需求都能得到滿足………………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並請您交給負責回收的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