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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七小節，前三節除了透過相關文獻、深度探索組織記憶內

涵並陳述組織記憶的重要性外，同時也釐清影響組織記憶的重要因素，

即為本研究之中介變項；第四節即分析教師流動與組織記憶之關連性，

第五節則針對不同年資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進行闡述，第六節係

對於組織記憶內容的有效性進行整理及探究；最後，第七節聚焦於組織

記憶的績效評估分析。 
 

第一節 組織發展與組織記憶的意義和重要性 
本節分為五部分。首先，陳述在組織發展的歷程中，組織記憶概念

掘起之因；接續，分別針對組織記憶的重要性、在組織內所扮演的角色

及功能、定義與運作程序進行相關文獻之分析與討論。 
 

2-1-1  企業失憶症（corporate amnesia） 
大英百科全書定義，失憶症（amnesia）即指因各種原因造成部分

或全部記憶喪失的現象，特別是在有意欲回想時，過去的經驗卻無法回

憶的現象（張春興, 1989, p.34-35）。就個人的層次而言，失憶症可能
會使個人記得一些事件或訊息的片斷，但卻忘了事件或訊息的來源（例

如：記得關於書中的訊息，但卻怎麼也想不起在哪本書中獲得及記憶此

訊息），若此症狀加劇，則可能會導致失憶徵候群（ amnestic 
syndrome），使人不能學習新事物也不能喚起以往的經驗，同時喪失短

期與長期記憶（張春興, 1989, p.34-35）。 
組織也會面對類似的情況。當組織成員汰換率逐年升高，使得組織

成員永遠處於學習的狀態，組織則失去了前例可循、處於不斷重複錯誤

或重新出發的境地，無法回憶組織本身的組織知識與經驗，致使組織記

憶流失的速度遠比保存的速度快得多（Kransdorff, 1998/2000, p.9），
而這類的組織就正被「企業失憶症」（corporate amnesia）問題所困擾。 
然而，企業現今正面對著快速改變的全球化、以資訊為基礎的知識

經濟環境，無法再長期依賴過去曾讓他們獲致成功的產品與服務以獲得

生存利基，因為這些產品與服務在未來也未必可行（Jones, Hers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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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oesel, 2003），加上削價競爭、薄利卻不一定多銷的績效結果，將

導致無效率的生產完全喪失生存空間，而從開發新產品與服務到推出市

場的週期不斷縮短，企業所需要的利基將以品質、價值、服務、創新及

問市速度為衡量基準，這也致使以知識為導向的研發活動與知識發展成

為維繫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2001, 
p.44-45; Moor 和 Miner, 1997），而這些組織知識在某種程度上是來自

於組織成員的，故個人與組織知識即為現今組織最關鍵的資產（林益

昌、周談輝, 2004, p.2）。 
綜上所述，在組織成員流動率居高不下、組織所傳承到的舊經驗很

稀少、又得面對迅速變動環境時，內憂外患同時襲擊組織的情境中，組

織很可能患有「企業失憶症」，因而降低了組織績效並喪失了競爭優勢。

為避免企業失憶症愈趨嚴重，導致組織無法再進行學習活動，組織必須

思考，如何在職員流動為常態現象的組織環境中，建立某種機制，專門

擷取職員的專門知能並保存至組織記憶中，以避免重要的組織知識流失

（如：專利權、商業機密、顧客來源、做事方法…等等）（上海稻香文
化傳播, 2006, p.73），甚至流向同行，變成競爭對手的組織記憶與競爭

優勢。 
同樣的，在學校組織中，由於公立教師的流動率很低，教育體制力

量較強，故公立學校或許較不易患企業失憶症；相反地，在直接面對市

場機制的私立學校，如：私立幼稚園，隨著教師流動率持續攀升，私立

幼稚園應先正視教師流動與組織記憶流失所造成的相關問題，盡力發展

能保留幼稚園組織記憶的機制。 
 
2-1-2  組織記憶的重要性 
在知識經濟社會中，「愈有能力獲得及運用知識的個人、組織、企

業、國家，將掌握競爭優勢」（Drucker, 1994）；Olivera（2000）認
為，組織有能力從重要經驗中收集、儲存及使用知識，這些能力則將對

組織績效產生關鍵的影響力，當組織能儲存與使用已儲存的知識解決問

題，將使組織遠離組織成員流動的負面影響（Argote, Beckman 和 
Epple, 1990）；特別是愈會對組織績效造成影響的因素，愈容易為組織

所記憶，也愈可能會導致下一波的學習（Bent, Paauwe 和 Williams, 
1999）。此外，愈有能力創造及運用組織知識的組織，亦愈可能在組織

績效上獲得豐厚成果（ez de Pablo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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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Ostwald 和 Stahl（2000）則認為，透過組織學習的程
序，組織可以從任務工作中擷取、組織、維持和發展以創造知識或形成

知識，擴充並發展組織記憶，並且讓重要知識在未來任務中有需要時，

可以被取用與傳遞。Huber（1991）則將組織學習的內涵分為四大程序：
包括知識擷取、知識散佈、知識詮釋與組織記憶。故組織在進行組織學

習活動時，無可避免地會經歷擷取知識、儲存知識、散播知識並存取知

識的過程，也就是說，組織在學習的過程中，同時就建構了組織記憶，

所以，唯有完成知識擷取、知識散佈、知識詮釋與組織記憶四項程序，

才是完整的組織學習歷程。上述觀點意謂著，隨著組織學習活動的進

行，組織記憶也不斷地擴充及發展（Rob 和 Lloyd, 2000）；同時，組
織記憶的發展歷程也促使組織從經驗中不斷學習（Berthon, Pitt 和 
Ewing, 2001），而在此循環過程中，組織同時也透過組織記憶對組織學
習與組織績效產生正面影響（Croasdell, 2001; Croasdell 和 Jennex, 
2003; Morrison 和  Olfman, 1998, 1999; Paul, Haseman 和 
Ramamurthy, 2004; Stein 和  Zwass, 1995），獲得降低執行成本

（Croasdell, 2001）、強化組織效能與競爭優勢（Kruse, 2003）等好處
（其他學者的觀點請見表 2-1）。故唯有透過組織記憶的建構，組織學
習才得以實踐，組織也才能保有競爭優勢與組織績效，並能在不斷變動

的環境中求生存，朝向永續經營的組織目標邁進。 
在私立幼稚園中，若註冊幼生減少，即表示幼稚園績效下滑，最後，

幼稚園的生存將飽受威脅。所以，幼稚園必須致力於教學產品、教學服

務與知識傳遞機制的品質改善，以面對教育市場的競爭（Sallis, 
2001/2001, p.8）。由於良性的競爭是可以促進學習的（Senge, 
2000/2002, p.88），所以，幼稚園應從組織學習著手，努力提升教育品

質並提供更穩定的教育品質，才能面對下一波的環境變動與競爭者的挑

戰（Sallis, p.5）。而正如上述學者所言，當幼稚園進行組織學習活動時，

將透過擷取知識、散佈知識、詮釋知識並發展組織記憶，進而強化幼稚

園組織績效；故對幼稚園而言，組織記憶可謂組織學習及組織績效的強

化要素，透過組織記憶管理組織新獲得與既有的知識資產，進而創造組

織競爭優勢（Senge, 1994），使組織獲得生存利基，故其重要性不言

而喻。表 2-1綜合並整理了學者們對於組織記憶重要性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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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組織記憶的重要性-按年代別列表] 

學   者 年 代 組  織  記  憶  的  重  要  性 

Cohen和 Bacdayan 1991 組織記憶可以協助組織在改變中維持穩定。

Walsh 和 Ungson 1991 組織記憶可以降低交易成本。 

Stein 和 Zwass 1995 

Argote 1999 

組織記憶可以減少訓練新員工需要花費的

時間、努力及資本投入、減少改變職位或換

專案的員工之再教育成本。 

Casey 1997 愈能有效管理組織記憶中知識的組織，就愈

有能力強化增加學習。 

Moorman 和 Miner 1997; 
1998 組織記憶可以發展創新的產品與服務。 

Roth 和 Kleiner 1998 

Rob 和 Lloyd 2000 

組織記憶可以減少訓練新員工需要花費的

時間、努力及資本投入、減少改變職位或變

更專案的員工之再教育成本。 

Croasdell 2001 

組織記憶可以琢磨核心競爭力、增加組織學

習、增加自主性、整合組織的行動、降低執

行成本、提供管理能力以將整個組織的技術

與生產能力注入競爭力中，使個人與企業能

夠快速適應改變。 

Wexler 2002 
組織記憶為一種無形資產，若是能成功管理

此無形資產，將可為組織帶來智慧資產，並

能賦予競爭優勢。 

Kruse 2003 
組織記憶被認為是關鍵的，因為它能利用組

織舊經驗影響目前的決策結構，處理現在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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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組織記憶的角色及功能 

Paul、Haseman 和 Ramamurthy（2004）指出，組織記憶在組
織內扮演著詮釋知識與行為引導二種角色： 

1. 詮釋知識角色：組織記憶在組織內扮演著過濾資訊與知識的角

色，並能協助現今的決策制訂（Croasdell et al. 2003; Morrison 
和  Olfman,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Murray 和 
Croasdell, 2004, 2005; Roth 和  Kleiner, 1998; Walsh 和 
Ungson, 1991），進而導致較高或較低的組織效能（Croasdell, 
2001; Croasdell 和  Jennex, 2004, 2005; Morrison 和 
Olfman, 1998, 1999; Paul, Haseman 和 Ramamurthy, 2004; 
Stein 和 Zwass, 1995）； 

2. 行為引導角色：從組織記憶重要性的討論中發現，組織記憶的

主要功能就是能夠幫助組織學習、改變組織行為（Casey, 1997; 
Croasdell et al. 2003; Kransdorff, 1998; Fischer, Ostwald 和 
Stahl, 2000; Wexler, 2002）；因為我們不可能學習而不改變，

或者是改變卻不曾經歷學習過程（Prewitt, 2003），故學習發生
的條件，就是當組織知識被儲存在組織記憶中，而且知識可以

被他人所分享時，組織學習才會發生，進而能影響組織內個人

或群體的行動，故組織記憶在組織學習歷程中扮演了關鍵的角

色。 
   
由上可知，在幼稚園組織中，組織記憶也將扮演詮釋知識及行為引

導二角色，協助幼稚園進行知識過濾、提供決策制訂資訊，並能影響幼

稚園組織績效；另外，組織記憶也可以促進幼稚園的組織學習，提升教

育品質，強化幼稚園的競爭優勢，儲備能力以面對下一波大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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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組織記憶的定義 

記憶，應該就是回憶已學習、已保存、並透過聯想機制回想相關資

訊的一種過程（Croasdell, 2001），但這只是個人層次的記憶。所謂的
組織記憶，當然包含組織內成員的個人記憶，但並不只限於組織成員記

憶的總和，因為組織記憶可能與部份成員的互動相關（如：行為慣例、

處理問題的方法、思考模式、經驗等隱性知識），組織記憶甚至會存在

於成員未察覺的地方（如：組織文化、價值觀、組織規範等隱性知識），

當然也存在各種人造物中（如：標準作業程序手冊、文件、資料庫等顯

性知識）（Bent, Paauwe 和 Williams, 1999; Moorman 和 Miner, 
1997）。 
在管理文獻中，組織記憶一詞總是與組織學習、學習型組織、知識

管理、組織記憶系統、組織改變等詞彙一同出現。在實際運用上，組織

記憶如同個人記憶，包含了許多知識，而儲存於個人記憶或組織記憶中

的這些知識是可以在需要時被喚醒、複製及取用的；但若未妥善管理這

些知識，則此記憶很可能會被個人和組織所遺忘（Lehner 和 Maier, 
2000），也就是 2-1-1段落中所指的企業失憶症問題。為避免記憶內的

知識被個人及組織所遺忘，而導致個人及組織重複錯誤、喪失個人和組

織的專業知能、競爭優勢並削弱績效，故建構記憶保存機制以保持和發

展記憶系統，為組織進行學習時的重要課題之一（Bell 和 Iverson, 
2002）。 
總而論之，幼稚園的組織記憶代表者顯性知識及隱性知識的動態寶

庫（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 2003; Fischer, Ostwald 和 Stahl, 
2000），具有某種類似個人記憶的機制，能夠讓幼稚園回憶已學習、已

保存的記憶和相關資訊的一種過程，能使幼稚園組織能再次存取散佈在

組織內各處的知識及經驗，影響組織的行為（Walsh 和  Ungson, 
1991）、促進組織學習（Croasdell et al. 2003）並影響組織績效與效能
（Morrison 和 Olfman, 1998; Stein 和 Zwass, 1995）。 

學者們對於組織記憶的定義之彙整，則如下頁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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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組織記憶的定義-按年代別列表] 
學  者 組 織 記 憶 的 定 義 

Miyashior（1996）、 
Walsh 和 Ungson（1991）、
Stijn 和 Wensly（2001）、 
Kruse（2003） 

組織記憶係指將組織歷史中已儲存的有用資

訊，運用於現今的決策制訂上，組織記憶可以

提供過去的資訊、降低執行成本、對決策制訂

有貢獻、且對組織學習是必要的元素。 
Moorman 和 Miner（1997）、
Park 和 Bunn（2003） 

組織記憶包括集體信念、行動慣例以及各種的

人造物，並可分為內涵、層次、散佈程度與可

接近性四層面進行探究。 
Huber, Davenport 和 King
（1998） 

組織記憶係指組織所獲得與保留的資訊及知

識之儲存處。 
Morrison和Olfman (1998, 1999)、
Stein 和 Zwass（1995）、
Haseman et al.（2005） 

組織記憶即是將過去的舊知識轉介到目前活

動的工具，並能導致較高或較低的組織效能。

Bent et al.（2005） 組織是儲存學習的寶庫，當組織面對改變環境

時，組織結構及組織系統即能扮演調適的角

色，儲存學習；而組織記憶的發展，則須透過

組織文化、結構、規準與系統以趨動記憶工具

和記憶媒介，將透過學習所獲得的知識儲存至

組織記憶中。 
Fischer, Ostwald 和 Stahl
（2000） 

組織記憶是用來記錄知識的資訊系統，其主要

目的是讓個人和組織計劃能有效地在實踐社

群中和未來事件上運用這些知識。理想上，組

織記憶可以讓社群中的個人從經驗和洞察力

中獲益，並積極地傳達工作實務中所需要的資

訊；所以，組織記憶並不只是一個被動的資訊

儲存處，它應該是一項互動媒介，使得共同工

作可以實際地被執行，並溝通此工作的發生點

與情境。 
Croasdell（2001） 組織記憶可以用來描述儲存、代表與分享組織

共同的知識。 
Wexler（2002） 組織記憶為集體記憶研究的一分支，它嘗試在

正式的組織脈絡中幫助團隊的行動，而組織記

憶為一種無形資產，若能成功管理組織記憶，

將為組織帶來智慧資產，進而創造財富。 
Croasdell et al.（2003） 組織記憶是一個程序，它會修改經驗以適應目

前與未來的行動。 
Jones et al. （2003） 組織記憶代表著隱性知識與想法、專門知識及

技術的動態寶庫，尤其是對變動環境而言，組

織記憶代表著能從職員腦海中獲取專業知識

及技術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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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組織記憶的運作程序 

  Hanson（2001）提示，教育系統是以知識為基礎的組織，而如何

透過人力資本獲得知識、協助決策制定並增進組織績效，為學校組織最

重要的議題。而這裡所指的獲得知識，即為建構組織記憶的第一步（Stijn 
和 Wensley, 2001）。所謂組織記憶的程序，就是一種管理組織記憶的

功能（Stein 和 Zwass, 1995），透過獲得、保留、維護、搜尋與存取

組織記憶的歷程，不斷擴充組織記憶；Rob 和 Lloyd（2000）也主張，
組織若能獲得、儲存、散佈、存取知識，就是持續地建構著組織記憶。

綜合 Kruse（2003）、Stein 和 Zwass（1995）及 Stijn 和 Wensly（2001）
對此概念的描述與分析，構成本研究對組織記憶運作程序概念的理解： 

1. 記憶獲得（memory acquisition）：係指組織面對某個問題，且
這個問題是困難的，而組織為了解決此問題，必須收集資料並

獲得知識，而在尋找、辨認並擷取能解決問題的專業知識之階

段，就是獲得了組織記憶。 
2. 記憶保留（memory retention）：為了讓組織記憶發揮效用，組

織必須儲存此記憶，且將記憶分散在組織記憶各個載體中；所

以，我們能在個人或組織文化、價值觀、信仰、組織政策與專

門技術中，發現被儲存的組織記憶。 
3. 記憶維護（memory maintenance）：為調整保存的組織記憶以
求適應現今環境變化的過程（Wijnhoven, 1998, 1999），故組
織記憶維護是與記憶更新及適應概念相通的。 

4. 記憶搜尋及存取（memory search and retrieval）：指在記憶被
儲存之後，再次發現及獲得記憶的內容。而當組織成員尋求再

次運用之前曾儲存的組織記憶時，可能會導致下列二種結果： 
i. 組織成員能自動存取組織記憶中所需要的知識，這表示所

需要的知識早已備份於組織政策、組織結構、組織成員共

同瞭解的實務或歷程中，使得組織成員能夠自我引導、解

決問題。 
ii. 過去有用的知識，可能對現在的問題沒有幫助，也就是組

織記憶已失去有效性，此時，則需要獲取外部知識（Jones 
et al,, 2003）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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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承繼 Kruse（2003）、Stein 和 Zwass（1995）及 Stijn 和 

Wensly（2001）的主張，界定組織記憶的程序應包括：記憶獲得、記
憶保留、記憶維護、記憶搜尋與存取四階段，而在相關文獻上學者們所

提出的論述，整理於表 2-3中。 
 

[表 2-3 組織記憶的程序－依年代排序] 

學  者 組 織 記 憶 的 程 序 

Walsh 和 Ungson（1991） 組織記憶獲得、保留、存取 

Stein 和 Zwass（1995） 組織記憶獲得、保留、維護、搜尋與存取 

Rob 和 Lloyd（2000） 組織記憶獲得、儲存、散佈、存取 

Stijn 和Wensly（2001） 組織記憶獲得、保留、維護、搜尋、存取 

Croasdell et al.（2003） 組織記憶獲得、儲存、搜尋、存取 

Jones et al.（2003） 組織記憶獲得、儲存、搜尋、存取、散播、

運用 

Kruse（2003） 組織記憶獲得、保留、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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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記憶的內容與載體 
在瞭解組織記憶之濫觴及其重要性、功能、定義及運作程序後，本

研究針對文獻上對組織記憶內容的討論進行彙整，分析組織記憶在組織

內所能儲存的載體，進而界定出本研究中，組織記憶的操作型定義。 
 

2-2-1 組織記憶的內容（content） 
Starbuck（1992）曾提到，知識密集的組織並非只擁有大量的資

料，而應該是擁有各種的專業知識和技術。Moorman 和 Miner（1997）
詮釋，組織記憶的內涵可以分為「陳述性記憶」（ declarative 
organizational memory）與「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 organizational 
memory）二類。陳述性記憶能在組織文化的特徵中發現（Walsh 和 
Ungson, 1991），它是關於事實、事件、假定及理論的記憶，它能協助

決策者辨認此情境中所適用的原則，進而挑選出合適的行動或策略；而

程序性記憶係指日常工作過程之記憶或者是任務所隱含的技術之記

憶，是關於工作如何完成的記憶，通常會變成自動化且直覺式的反應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Berthon et al. 2001），也加速了問題的

解決。 
Alberthal（1995）則將組織內的知識描述為一個連續的概念：「資

料量的增加就像水一樣，可以被視為豐富的、重要的且為必須的資源，

當我們準備齊全後，就可以開發資料的儲藏所--利用新方法將原始資料

變成有意義的資訊，而後，此資訊之又會經過詮釋成為知識再演變為智

慧」。從這些描述中，Croasdell et al.（2003）發展出「知識的發展階

層」，即：資料 資訊 知識 瞭解 學習。 
1. 資料（data）：係指用以象徵某事物的符號，如：數字、圖片

等。 
2. 資訊（information）：以某種方式組成的符號，為搜尋者提供
意義。 

3. 知識（knowledge）：搜尋者基於個人的重建和詮釋，自行解

釋資訊，故隨著搜尋者的不同，對資訊的詮釋亦有所不同。 
4. 瞭解（understanding）：知識以某種方式與洞察力相連結，以

預測未來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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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learning）：透過真正的瞭解與新洞察力的構成，導致下

一步的學習，並預言未來會發生的事件。 
組織會透過資訊處理過程而學習，因為組織的行為會受到學習的影

響而改變（Huber, Davenport 和 King, 1998），這樣的觀點即是將組
織記憶視為組織學習歷程中的一環（Stein 和 Zwass, 1995），也是一
個透過修改舊經驗以適應目前及未來行動的歷程。Schilling（1998）亦
主張：「學習會引發學習（Learning engenders learning.）」，故當幼稚
園投資於教學技巧與學習活動時，園內教師就能增加自身未來的能力以

吸收更多的知識，因此，學習變成了一個累積知識的過程，讓教師不斷

認識有價值的新知識並持續擴大此知識基礎，並且藉由整合園內所有教

師的知識並分享組織記憶，再繼續累積幼稚園的組織知識與組織技能

（Jones et al. 2003）。因此，即使環境持續變動，只要上述的學習活
動不間斷，幼稚園就能持續獲得並累積知識，形成更完善的組織記憶，

以提供問題解決、決策制定、或知識創造的基石。 
Stijn 和 Wensley（2001）也曾提示，組織記憶之具體內涵應包括

四部分，即：資訊、知識、典範和技術。 
1. 資訊（information）：即指大量的訊息（Nonaka, 1994, p.15），
知識是由大量的資訊所創造與構成的（Nonaka, 1994）。因此，
當接收者解讀資訊時，資訊有可能會變成知識（Stijn 和 Wensley, 
2001）； 

2. 知識（knowledge）：個人以自己的知識系統或詮釋系統解讀資

訊（Walsh, 1995, p.281）； 
3. 典範（paradigms）：由組織信念所組成，支配著價值觀與基準，

規範個人應該與不應該做的事（Wijnhoven, 1999）； 
4. 技術（skills）：即隱性知識，也就是個人做事的能力。因此，技

術是具個別差異的，它隱含在行動、承諾、特殊的脈絡之中

（Nonaka, 1994），唯有組織內成員願意並能夠分享隱性知識，

或互相幫助以達到技術發展，組織才有可能接觸此技術（Stijn 和 
Wensle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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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Nonaka（1994）也曾將組織知識分為隱性及顯性二類： 
1. 隱性知識（tacit knowledge）：是主觀且以經驗為基礎的知識，

無法以單字、句子或數字來傳達，因為它是具有特殊脈絡意義的

知識，也包含了認知技巧，故較不易與其他組織成員分享，組織

內的隱性知識則包括：人造物以及 know-how等； 
2. 顯性知識（explicit knowledge）：是客觀且理性的知識，可以用

單字、數字、公式⋯的方式來表達，例如：理論方法、問題解決

手冊和資料庫等（Rumizen, 1998）。因此，顯性知識是比隱性知

識更容易分享的。 
 

 
[圖 2-1  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p.71）的知識螺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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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ing 和 Catterall（1998）則提供了另一種組織記憶內容的分

類方式，他們主張，組織所擁有的知識應包含下列三種： 
1. 經驗性知識：即指個人所擁有的個人化知識與技能，通常此種

知識屬於隱性知識。故此類知識通常不透過文字記錄，但組織

可以透過組織記憶的機制，如：e-mail，將曾遭遇的問題情境及
個人記錄下來，使得某知識與某個人連結在一起，有助於其他

人在未來擷取此知識或得知搜尋的路徑。而組織也透過讓組織

成員瞭解「誰有什麼知識與如何取得知識」的資訊，協助此種

不易傳遞的隱性知識在組織成員之間散佈。 
2. 正式化知識：係指由學習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驗交錯而成，廣

為組織成員所共享的外顯性知識，如：標準作業程序、公司手

冊、在職訓練教材等等。Orr（1993）也認為，更重要的應該是

要教導組織成員，在這些外顯的正式化組織知識背後所隱含之

架構、規則、思考模式、做事方法等隱性知識。 
3. 形成中的知識（emerging knowledge）：Hidding 和 Catterall
（1998）特別提到，經驗性知識與正式化知識並不能互相轉換，

而是以形成中的知識作為二者之間的轉換媒介，故形成中的知

識包含部分顯性、部分隱性的知識，即包括已記錄在文件中的

正式化知識，及存在於某團體內所有成員腦中的經驗性知識或

社會性記憶。 
 
以實踐社群為例，Brown 和 Duguid（1991）指出，在此團體內

的所有成員擁有共同的工作與興趣，且他們必須負責辨認適當的形成中

知識並擷取之，以指引其他組織內小組或個人適合運用某形成中知識的

情境，而這些形成中知識可能存在於團體討論、白皮書或錄影影像中。

這項主張也再次驗證，形成中知識的確是無法以文字完整記錄的

（Hidding 和 Catterall, 1998）。故形成中的知識為具動態概念的知

識，它透過組織內小組成員間不斷互動、交換個人經驗性知識而形成一

種做事的共識（例如：成員間默契、組織文化等等），進而向小組外成

員擴散，使得組織內成員逐漸接受此共識，最終發展成組織內所共享的

正式化知識（溫源鳯和湯凱喻, 2005,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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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Croasdell et al.（2003）、Hidding 和 Catterall（1998）、
Moorman 和  Miner（1997）、Nonaka（1994, 1995）及 Stijn 和 
Wensley（2001）等學者對知識的分類雖然不同，但在知識的創造上，

顯性及隱性知識均為其中重要元素，任一種知識的流失都將造成無可挽

回的損失（Nonaka 和 Takeuchi, 1996）。然而，當組織內成員離職時，

組織內的隱性知識必定將隨之流失（Nonaka, 1994, 1995），也就是
Hidding 和 Catterall（1998）所稱之經驗性知識和形成中知識喪失，

抑或是 Stijn 和 Wensley（2001）所謂之技術流失。由於隱性知識是

深埋在行動、承諾或特殊的脈絡之中的，唯有組織內成員願意並能夠分

享此隱性知識，或互相幫助以達到技術發展，組織才有可能接觸此技

術。所以，更多學者強調，相較於顯性知識的組織記憶，隱性知識對處

於變動環境中的組織更具關鍵性（Anand et al. 1998; 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 2003;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Orr, 1993），因為它
能不斷地從組織成員身上獲取專業知識和技術（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 2003）、成為不易被競爭者複製、維繫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

（Nonaka, 1994；李昆林, 2001, p.11），而掌握知識者即掌握了競爭優

勢（林海清, 2005, p.5）。因此，組織應如何管理組織記憶中存在於組

織成員身上的隱性知識即成為重要的議題（Lahaie, 2005）。 
為了管理組織內的隱性知識，是否將組織內所有知識文件化，變為

顯性知識或正式化的知識，即可抵抗隱性知識的消失？國內學者湯哲明

（2000）則主張，長久以來，組織在知識管理實務上所遭遇的主要問

題，就是該如何取出累積於公司職員腦海中的知識；就算將全部知識記

錄成書面形式，也可能因資料量過於龐大而導致檢索過程複雜的問題，

最後反而造成組織內知識散佈及傳遞的障礙（溫源鳯和湯凱喻, 2005, 
p.130），使得組織記憶喪失可接近性，或者是使組織因記憶量龐大而自

滿，故步自封、不再學習。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要讓幼稚園體認，組織

記憶中的隱性知識是會隨著教師離開而消失的，而建立有效的組織記憶

管理機制，獲得儲存、散佈在園內各處的知識，以利於未來所有教師存

取、修正或重複使用，對組織績效表現是有正向影響的。至於組織記憶

的儲存所為何處，於下段落中繼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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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組織記憶的載體（carrier） 
組織記憶的載體係指組織所獲得與保存資訊及記憶的儲存處

（Walsh 和 Ungson, 1991; Stein 和 Zwass, 1995; Stijn 和 Wensley, 
2001），而學者們對組織記憶載體的看法雖不盡相同，但差異不大。 

Walsh 和 Ungson（1991）主張，組織記憶會儲存在個人、文化、
轉變、結構、工作情境與外部檔案六處，因為這些項目在組織內均扮演

著類似組織記憶的角色，也就是，它們均為組織記憶的載體（Stijn 和 
Wensley, 2001）。Stein 和 Zwass（1995）雖同意Walsh 和 Ungson
（1991）的看法，但他們只列出前五項組織記憶載體，並未將外部檔

案列入組織記憶載體的討論中。 
Walsh 和 Ungson（1991）對組織記憶載體的描述如下： 
1. 個人（individual）：個人擁有其關於組織的回憶錄，組織中的

個人依其直接經驗與直接觀察為基礎以保存資訊，這些資訊可

以被個人保存在個人記憶的儲存處、個人信念、因果關係

（cause maps）、假設、價值觀與信念中。個人儲存組織記憶

在大腦中，並利用記憶與明確表達的經驗，在認知中應用組織

記憶於資訊處理上。再者，個人與組織保留記錄與檔案作為記

憶的協助，就如同 Huber（1991）所觀察到的，這類資訊科

技也將協助組織建構組織記憶。 
2. 文化（culture）：文化可將過去的經驗具體化，能對未來產生

益處並能被應用，因此，文化也是組織記憶的場所之一，而已

習得的文化資訊將被儲存在語言、共享架構、符號、故事、傳

說及祕密來源之中，因為這些資訊已被傳遞數回，各種決策的

細節與脈絡都可能被省略或者被修改以便於傳遞，故而這些資

訊是被集體保存在傳遞程序中的（如：對某項工作的共同詮

釋）。 
3. 轉變（transformation）：資訊會埋藏在組織的轉變歷程中，且

組織各處都有發生轉變的可能，如：工作本身的設計、挑選與

社會化過程、預算與市場計劃等，新資訊會存在轉變中並且建

立在過去的經驗上；所以，組織透過轉變歷程將留下組織記

憶，保存資訊在組織的顯性組織知識如：程序、規則、正式系

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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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structures）：組織結構必須考慮對個人角色行為的暗示

以及與環境的連結，就如同社會學的概念，個人角色提供了一

個場所，供儲存組織資訊，而當角色在社會中被歸類於某一特

殊地位，對此角色就有某種社會期待，如：教師在與其學生互

動時，對教師角色也具有某種社會期待，像是教師角色必須展

現教育愛。因此，組織結構就是在選派個人的角色，以儲存相

關的組織資訊。 
5. 工作情境（ecology）：組織實際的實體結構或組織工作生態亦
能揭露相當多的組織資訊，實體環境（physical setting）經常
會反映組織內科層情況，故工作地點的情境設計將塑造與強化

組織內的行為。因此，工作地點的情境設計，將保留與組織和

其成員的相關資訊。例如：當職員於人員密集、黑暗的工作室

中工作，將得到較低的工作績效，因為工作績效會被職員間的

高度衝突與極少有機會發展友誼的狀況所影響。 
6. 外部檔案（external archives）：組織本身並不是組織歷史的唯

一儲存處，就如同當個人的記憶失去作用，個人向他人要求幫

助，以回憶某一特別的事件，即使這些他人本身並非組織記憶

的一部分，但他們的確能儲存與組織相關的資訊供個人取用。

基本上，前任職員會保留相當部分與組織相關的資訊，即使這

些職員辭職、被解雇、或者退休，他們都可以相當精確地保存

先前的組織歷史在個人記憶中，特別是這些歷史發生在他們的

任期內時。 
 
Stijn 和 Wensley（2001）則提示組織記憶的載體包括：個人、文

化、結構、工作情境、人造物與資訊系統六者，他們認為，組織記憶是

被保存在許多不同的程序中以及正式系統內的。他們特別指出資訊系統

為組織記憶的載體之一，因為資訊系統也可以像其他的載體儲存組織記

憶（Stein 和 Zwass, 1995; Wijnhoven, 1999），且可以從資訊系統中
擷取許多慣例，儲存在組織計畫及程序中，且電子化的組織記憶更能大

幅提升組織記憶的可接近性。 
儘管學者對組織記憶的載體有不同的主張，但至少學者們均同意，

個人、組織文化與組織結構的確是組織記憶的重要載體之一。在上述三

項組織記憶載體中，組織成員為影響組織記憶量的主要因素（C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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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Hanson, 2001; Levitt 和 March, 1996），March（1991）的研究
也指出，組織新進人員似乎對組織記憶的成長無顯著貢獻。故本研究針

對以個人為載體的組織記憶為討論的主要脈絡，也就是在幼稚園現場

中，聚焦於園長及教師身上的組織記憶，並針對教師流動對組織記憶的

影響為研究主幹，探討教師流動時，新進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是

否增加。表 2-4為各學者對組織記憶載體不同觀點的整理。 
[表 2-4 組織記憶載體－依年代排序] 

學  者 組 織 記 憶 媒 介 

Walsh 和 Ungson（1991） 個人、文化、轉變、結構、工作情境及外部
檔案 

Stein 和 Zwass（1995） 個人、文化、轉變、結構、工作情境 
Weick 和 Westley（1996） 文化、結構、系統及程序 

Stijn 和 Wensly（2001） 
個人、文化、結構、工作情境、人造物與資
訊系統或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systems） 

Croasdell（2001） 資訊系統 
 
2-2-3 組織記憶之操作型定義 
由於組織記憶的涵義廣，且組織記憶的載體也非常多元，實在無法

將全部變項全部加以分析討論，故本研究僅針對儲存在園長及教師身上

的隱性知識以及幼稚園內常見的書面資料（顯性知識）進行探討。本研

究採取 Nonaka（1994, 1995）對組織記憶中知識的分類方式，將幼稚

園組織記憶內的知識分為顯性知識與隱性知識二類，內容包括： 
1. 幼稚園組織記憶中的顯性知識：幼稚園內組織記憶的顯性知識

大多有跡可循，只要花時間搜尋，大多可以找到需要的知識；

包括幼稚園內常見的書面化及電子化記錄，如：園史、行政與

教學會議記錄、教案、教學日誌或教學省思、教學觀摩影像記

錄、重要活動之影像記錄、親師溝通記錄、幼兒成長檔案、教

師成長檔案、研習與進修的相關記錄、離職教師離職前的訪談

記錄等等； 
2. 幼稚園組織記憶中的隱性知識：幼稚園內的隱性知識包羅萬

象，大到幼稚園組織文化、價值觀、設園宗旨、幼稚園組織改

變等等；小至教師間做事的共識、教師個人擁有的專門知識技

能、個人信念、問題思考及解決模式等等，而本研究則聚焦探

討屬於教師個人的知能，如：教師的教學技巧、親師溝通的技

能、師生互動的技能、教師個人的資訊能力、教師創意、協同

教學行為的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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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之幼稚園組織隱性知識，即教師個人所擁有的專業知識與

技能，內涵仍廣泛，故參考國民小暨幼稚園實習輔導教師手冊（1999, 
p.82-111）、西久保禮造（1998, p.116-124）、Dixon（2000/2001）、Hason
（2001）、Haseman, Nazareth和 Paul（2005）、王思峰（2001）、施
宏彥與羅宇媛（2004）等研究結果，並綜合王芳鈞（2003）、陳曉齡
（2005）、許月梅（2004）、張淑芬（2003）、曹純瑛（1997）、黃秀君
（2003）、黃麗君（2003）等國內碩博士的論文，將儲存於園長及教師

身上的組織記憶大致分為九大類：園務行政、教保實務、課程與教學、

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研習或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

面的知識，並進行後續分析。至於上述研究對園長及教師專業知識的分

類，本研究將上述研究之相關內容列示如下： 
 

1. 國民小暨幼稚園實習輔導教師手冊（1999, p.82-111）中指出，應
該培訓幼稚園師資具備教學能力（包括課程編制、教材編選、教學

活動、師生互動、課室管理、教學評量、親職教育等專業知能）、

與園內教師互動能力、專業發展能力（如：參與研習或研究）、行

政能力（如：參與行政會議、擬定全園計劃及人事制度的管理等）

等等，顯示幼稚園教師應該要能擁有上述知能。 
2. 王芳鈞（2003）的研究認為，對教師的評鑑指標應包括：教學效
能（包括教學準備、教學設計、多元教學策略、教學評量與回饋的

專業知能）、行政支援、班級經營效能（包括建立班級氣氛、師生

關係、教室規則、教室環境的營造等專業知能）、人際效能（包括

行政對話、教師分享、家長及社區成員間的互動三項專業知能）、

專業成長效能（包括自我充實、參與研究等專業知能）等五面向，

顯示教師應該擁有上述的專業知能。 
3. 陳曉齡（2005）也將教師績效評鑑指標則分為六項，包括：專業

知能、教學品質、班級經營、教學成效、服務熱忱及專業成長，幼

稚園內教師及園長也應該擁有上述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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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記憶的影響因素 

本節分析、整理相關文獻中對組織記憶有影響的變項，包括：組織

記憶量、書面化程度、散佈程度、可接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協

同教學行為、知識分享行為等因素對組織記憶的影響，並自上述變項中

篩選可操作的變項作為本研究之中介變項。 
 

2-3-1 組織記憶量（amount） 
Moorman 和 Miner（1997）指出，組織記憶量係指組織所儲存的

資訊量，也就是組織在產品及服務上所累積的知識與技術，而大量的記

憶被推論為可能會影響組織對市場資訊的需求程度（Dickson, 1992）。
March（1993）主張，組織記憶的發展，將使組織不斷從經驗中學習，

但同時也會對組織造成某種限制，因為組織可能會只在舊經驗中搜尋，

削減了向外尋求知識的可能性；Weiss 和 Heide（1993）也發現，當
組織先前累積的經驗愈多，他們就愈不會參與資訊搜尋的活動；也就是

Starbuck（1984）所指，隨著組織記憶蓬勃發展，企業會更強調組織

效率，致使企業劃地自限、減少學習（Berthon, Pitt 和 Ewing, 2001）。
相反地，另一派學者則認為，組織成員的流動會大幅削減組織記憶量，

如 Carley（1992）、Rob 和 Lloyd（2000）、Haseman et al.（2005）、
Kransdorff（1997）、Kransdorff 和 Williams（2000）、March（1991）
都曾表示，「員工一輩子待在同一家公司的觀念已不復存在」（Metzger, 
2000），因此，職員一旦離開組織，曾經手的資料與職員腦海中的知識

將一併流失，對組織記憶造成嚴重損失、中斷學習甚至會造成權力移

轉、重新塑造掌權者（Kransdorff, 1997; Wexler, 2002）。由以上的討
論可得知，組織記憶量過多，將抑制組織向外尋求新知的慾望，而組織

記憶量過少，組織記憶對決策制訂、組織學習所能提供的幫助就少，也

就難以促進組織學習及提高組織績效，所以，組織更應該注意組織記憶

適量的管理（Moorman 和 Miner, 1997）。但由於組織記憶量的多寡似

乎無法在幼稚園之間相互比較，因為缺乏客觀的衡量基準，故將本變項

轉換為顯性知識的書面化程度變項，再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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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書面化程度 
建立書面化的組織記憶也就是在記錄顯性的組織知識，許多學者提

出各種有效建立顯性組織記憶的方法，例如：組織可以透過離職訪談、

口述歷史與學習審查（Kransdorff, 1997;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編纂組織史（Roth 和 Kleiner, 1998）、錄影存證（Argote, 
1996）、事後評估（Rob 和 Lloyd, 2000）等方式，留下各種顯性知識

及書面化的組織記憶，不斷拓展並修正組織記憶。在幼稚園組織中，也

可以透過上述的方法，建立書面及影像的工作紀錄、園務會議記錄

（Kruse, 2003）、與家長對談記錄（Rob 和 Lloyd, 2000）、幼稚園園
史、研習或進修之相關記錄、教師離職訪談記錄⋯等等，充實正式化的

幼稚園組織記憶，以供未來任務需要使用、影響組織決策與行為、提升

組織績效和促進組織學習等（Croasdell, 2001）。當知識進入組織，它

必須被轉為正式化或書面化，以利於更多的組織成員詮釋及分享知識

（Jones et al. 2003），故當組織記憶的書面化程度愈高，顯性知識愈

多，則能讓教師共享及詮釋的知識即愈多，也能提升組織記憶的可接近

性並促進知識分享行為，愈能滿足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因此，在

本研究中，組織內書面化記錄愈多，表示組織記憶正式化程度愈高，教

師們能共享的組織知識量愈多，且教師在遇到問題時，愈能透過搜尋組

織記憶過程而自我引導、獲得解決方案，進而使教師們對組織記憶的存

取需求愈容易被滿足。 
2-3-3  散佈程度（dispersion） 

Moorman 和 Miner（1997）主張，組織記憶的散佈度係指組織成

員共享組織記憶的程度；另外，Walsh 和 Ungson（1991）也提示，
組織記憶並非集中儲存的，而是散佈在組織內各個保存機制中的，所

以，組織記憶散佈的程度會影響組織成員所能存取的組織知識與技術。

至於學者們對於組織記憶會散佈在組織內何處，也就是對組織記憶載體

的討論，學者們各自持有不同的見解，但至少學者們均同意，個人、組

織文化與組織結構的確是組織記憶的重要載體之一。由於組織記憶載體

散佈的範圍很廣，故本研究則僅針對儲存於幼稚園內園長及教師所擁有

的顯性及隱性知識進行探討及分析，包括：園務行政、教保實務、課程

與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研習或進修、專業成長及人

際互動等九類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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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 
Moorman 和 Miner（1997）主張，可接近性是指組織記憶能被有

效搜尋進而被重新存取的程度。組織是需要記憶機制的，因為此機制可

以確保可用的資訊能被記錄、保存、並隨時可以被再次存取；另外，

Croasdell（2001）則提到，可運用的組織記憶必須是具相互關聯性和

可保持性的，因為若組織記憶存在，但彼此間毫無關聯，則對組織的幫

助將極少；而若組織記憶是容易喪失的，則此記憶也無法對組織發揮作

用（Walsh 和 Ungson, 1991）。故已儲存的知識與經驗必須易於取用、

可接近性高，才能真正對組織產生幫助、發揮效用。組織記憶會影響個

人與組織的行為，因為記憶能提供問題解決與做決策的洞察力、知識與

經驗的獲得、保存與重新存取行為，並將影響隨後的個人及組織的行

為，故組織記憶能創造效能與增加生產力。為了使組織記憶具備可接近

性，學者們提出三種方法： 
1. 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2003）認為可以透過將各種知

識（特別是隱性知識）正式化或書面化的過程，讓組織記憶容

易被保存及存取，有效提高組織記憶的可接近性，也讓組織成

員易於存取組織記憶； 
2. Stein 和 Zwass（1995）及 Croasdell（2001）認為，為了增

加組織記憶被使用的機會，故應創造自動化的記憶系統，利用

記憶系統分析並保存組織記憶，可以提高可接近性，讓組織成

員透過各自存取組織記憶的過程，自我導引、做出適合脈絡的

決策；  
3. 授予別人權力或控制權，即謂授權（Bowen, 2000/2005, 

p.175），由於競爭愈趨激烈、快速的技術創新及不斷增加的生

態問題，使得授權問題變得更重要了（Smith, 2002, p.12-14）；
而組織領導者下放權力給組織成員，讓每位成員更有機會接

近、存取及維護組織記憶7，更可以促進組織記憶中知識的交

流及創新（陳義明, 2005, p.273），進而建立組織成員之間的

知識分享行為（林東清, 2003, p.264）。Sallis（2001/2001, 
p.125）主張，在幼稚園組織中，領導者與教師分享決策權，

且教師也願意承擔更大責任時，他們將被授與更多的權力及自

治權以展現績效，這也將促使教師增加個人學習及組織學習，

擴大組織記憶，進而降低組織成本（Stein 和 Zwass, 1995）。 

                                                 
7組織記憶在此被視為能賦予合法性權力的資源（Wexl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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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tein 和 Zwass（1995）以及Croasdell（2001）指示之自動化
的記憶系統，在今日即可稱之為資訊系統，而資訊系統對組織記憶有二

方面的貢獻：（1）使記錄下的知識可以被重複存取；（2）使每個人都

獲得接近知識的機會（Ackerman, 1996）。所以，組織記憶可以透過多
種資訊系統保存的機制而散佈（如：網路硬碟、資料庫、網際網路及組

織內部網絡、e-mails、組織記憶資訊系統OMIS8），這使得組織記憶更

接近組織成員、更容易被獲得、大幅提高可接近性（Croasdell, 2001; 
Rob 和 Lloyd, 2000; Haseman, Nazareth 和 Paul, 2005; Stijn 和 
Wensly, 2001； Wijnhoven, 1999）。Fischer, Ostwald 和 Stahl（2000）
也主張，組織記憶與工作實務之間的關係，暗指組織記憶內儲存的知識

和經驗必須能在工作脈絡中輕易獲取，並需要資訊系統的支持。Stein 
和 Zwass（1995）建議增加資訊系統使用的機會，例如：組織成員透

過資訊系統溝通與協調時，資訊系統上可以留下大量的歷程記錄、決策

制定的影響因素、決策的脈絡以及決策結果，而且，留在資訊系統上的

舊資訊，因易於被搜尋者所獲得，故可為潛在使用者增加溝通與決策的

選擇。 
以資訊系統儲存組織記憶也有其須要預防的缺失，其一即應特別注

意組織記憶內的知識並非無限制的正向資產，除了會因組織記憶過於龐

大而讓搜尋歷程拉長，也可能因為組織記憶的發展而限制組織的創新能

力與重新搜尋新知識的動力，甚而自滿於現有的組織記憶，認為其所擁

有之組織記憶是最有效、能導致高績效，反而忽略學習的重要性

（ Berthon, Pitt 和  Ewing, 2001; Dixon, 1992; March, 1991; 
Moorman 和 Miner, 1997; Nystrom 和 Starbuck, 1984）。 
另一項關於資訊系統的迷思，則是因為此類資訊系統能使得在不同

時空下的個人，透過科技分享知識，故認為資訊系統可以取代面對面溝

通（Dixon, 2000/2001, p.16），但在實際上，同事間若沒有定期面對面

互動和交換知識的機制，就無法建立同事間的互惠與信任感，所獲得的

組織知識之有效性亦有待驗證，故必須透過資訊系統與面對面溝通二種

途徑的結合，才能使組織記憶的知識分享行為更完整、移轉更具有效性

的組織記憶。總論之，組織記憶的可接近性愈高，表示教師能使用組織

記憶的機會愈多，愈能滿足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故組織記憶有效

性也愈高。 

                                                 
8一個由組織所創造的系統，以有結構而且合適的方式來獲取、儲存、搜尋、詮釋及散佈知
識，形成一個以知識為導向的組織，以面對競爭、克服職員流動及組織失憶症（Croasdell, 
Jennex, Christianson, Chakradeo 和 Makdum, 2003）。而這種協助組織管理知識的系統，
即為Stein 和  Zwass（1995）所提到的組織記憶資訊系統（organizational memory 
information system, O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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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資深知識者角色 
面對改變的競爭環境，有效管理知識的需求已是必備要件，而多數

管理者也早已注意到知識的價值，並認為知識為維持企業競爭優勢的基

石，因此，許多企業於組織內設置「首席知識長」（Chief Knowledge 
Officer, CKO9）的職位，專責整合組織內外的知識，形成組織需要的知

識。這個現象顯示，「知識的確是需要被管理及分享的資產（Knowledge 
is an asset to be managed and shared）」（Jones, Herschel 和 
Moesel, 2003;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Earl 和 Scott（1998）
也認為，企業需設置首席知識長的五大理由為： 
1. 目前公司的知識資產（包括：人力資本、顧客資本及結構資本的總

合）為非顯性的，也尚未被有效管理。 
2. 公司的知識資源被認為是對公司成長與公司獲利的關鍵因素。 
3. 長期興盛有賴於對公司對隱性知識的管理能力。 
4. 組織內人員不應忽視過往的錯誤、一再重複相同的錯誤、浪費不必

要的時間，而應該要善用儲存於群體間的知識，且這種觀念在組織

內是被高度評價的。 
5. 當組織知道授權職員的價值，就表示組織已瞭解之前並未善用職員
知識。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列舉，組織內的首席知識長之功能

包括（p.114-115）： 
1. 擁護知識的發現與使用：他們堅決主張在現今的許多公司中的策略

與過程中，知識所佔有重要角色，而首席知識長有權可以擁護與知

識相關的組織改變及個人行為的改變。 
2. 設計、執行與監督公司知識的基礎建設：包括圖書館、知識基礎、

人類與電腦的知識網絡、搜尋中心，和以知識為導向的組織結構。 
3. 管理與外部資訊和知識提供者之間的關係，並訂定契約：這已是現

今許多公司主要的費用之一，對知識管理的效率與效能均重要。 
4. 提供對知識創造與使用過程關鍵的投入：若是有必要，也要幫助組

織記憶歷程提升。 
                                                 
9Meyer（2002）也提到類似的職位-在大學組織中設置「首席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一職，專責大學資訊與知識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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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與執行公司的知識典範編纂過程（knowledge codification 
process）：此目標是在分類組織可能注重的資訊與知識，以及承擔

目前知識存貨與未來知識模型的勘測工作。 
6. 以常見的財務分析或軼事管理來衡量與管理組織知識價值。 
7. 管理組織的專業知識管理者，提供對組織知識共有的觀念、建立專

業標準的觀念，以及管理其職業的觀念。 
8. 知識策略導向的發展、聚焦於公司所擁有知識資源之類型、注重最

需要管理的知識資源，以及在目前的知識獲得過程中，對知識的需

求與現今獲取知識能力之間最大落差的部分進行彌補。 

由以上的論述可知，組織需要首席知識長存在，因他們能使組織獲

得更佳的知識、保持已獲得的知識並促進知識分享、管理及監控組織記

憶的發展（王如哲, 2000, p.41），唯首席知識長不可能記得組織內所有

的知識與技能，所以，首席知識長與組織記憶是具相輔相承的功能，由

首席知識長過濾知識、決定哪些知識與技術該正式化或文件化，而無法

正式化的知識技術則留在首席知識長的腦海中，並力求組織記憶散佈程

度的提高。唯應隨時關注組織記憶是否出現歸納錯誤、省略的錯誤或權

力問題10（Walsh 和 Ungson, 1991）。 
在幼稚園組織中，擔任首席知識長者通常為領導者，例如資深的園

長或資深老師，他們扮演資深知識者角色，由他們過濾知識及技術，決

定哪些資訊得以正式化、納入組織記憶中；哪些資訊仍任其維持隱性知

識的型態。幼稚園組織無法將所有隱性知識均正式化，因為教師為知識

工作者，其知識技能均儲存於其腦海中，就算幼稚園將全部的隱性知識

文件化，到時也會因組織記憶量過於龐大，導致檢索困難的問題，最後

反而成為散佈組織記憶的阻力（溫源鳯與湯凱喻, 2005, p.130）。所以，
無論幼稚園擁有多健全的組織記憶系統，教師最後還是會先倚靠同事的

指引而非資料庫（Dixon, 2000/2001, p.15），如果幼稚園內有資深的園
長或老師可供教師詢問，而且在他們愈能提供正確指引的情況下，教師

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就愈容易被滿足、組織記憶有效性即愈高。 

                                                 
10 錯誤分類係指，當不相干的資訊被強加於某種組織記憶時所發生的問題；而省略的錯誤

則會出現在，當被傳遞的資訊是需要被篩選的，則過濾資訊者必須正確分辨何者為可被省略

的資訊；權力問題則是指應注意掌握組織記憶者，是否利用權力阻止他人存取組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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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協同教學 
Nonaka 和 Takeuchi（1995）指出，組織成員的工作方式將嚴重

影響組織的知識創造歷程。圖 2-2中的 Type A為接力賽式的工作方式，

工作內容完全不重複；Type B稱為生魚片式的工作方式，前後重疊部
分即為工作交接；而 Type C則為最理想的橄欖球式，即工作內容是重

疊的，組織成員可以互相替補工作，較不易受到職員流動的威脅，而使

得組織記憶的流失量最少。 

 
[圖 2-2 組織成員的工作方式]  

根據研究者對 Nonaka 和 Takeuchi（1995）論點的詮釋，在幼稚

園組織中，Type B的工作方式就如同前後任教師短暫的工作交接或在
職特訓，可能前任教師只是簡略描述自己的工作內容、可使用的資源、

介紹幼稚園環境、工作手冊、福利或相關幼稚園規定…等，繼任教師只
能從介紹中得到模糊的工作圖像，實際執行工作後，教師可能還是會發

生無法獨立解決的問題，就如同 Kransdorff（2000）所言，甚少有人
會慷慨地傾囊授受完整的隱性知識及組織記憶給接收知識者，況且移交

的知識內容為何，則視前任教師的選擇性記憶及自我過濾，以及繼任教

師的吸收能力而定（Kransdorff, 1998/2000, p.83），因而難以避免組織
記憶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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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企業組織中，更為普遍的現象就像圖 Type A所示，前後
任職員完全無機會碰面，而使組織記憶大量流失。而在幼稚園組織中，

個人尚不瞭解，此種前後任教師無工作交接的現象是否經常發生，還須

透過實證後才能得知幼稚園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最後，Type C的橄欖球式的工作方式，就如同幼稚園內的協同教

學工作方式，是指兩位或兩位以上的教師組成教師團（Team 
Teaching），發揮個人所長，分工合作、共同策劃及執行教學活動的一

種教學型態（Shaplin, 1964; 吳清山與林天祐, 1998; 張清濱, 1999; 劉
鳳英, 1988），在幼稚園現場，協同教學模式的實施，主要能讓教師針
對教學主題進行協同，並讓教師充分發揮專長及教學媒介，在兼顧教師

個別差異與學生個別差異的教學情境中，共同指導教學活動的進行（吳

清山與林天祐, 1998）。故在教學工作上，二位同班教師由於教學工作
重疊，可以彼此互相協助，以類似師徒制的經驗傳承、以做中學的方式

（蔡陽達, 2006），使彼此共同經歷知識移轉或分享的過程，瞭解工作

內容，故而新任教師較即使產生存取組織記憶的需求，也能因協同教學

中知識共享的工作方式而被迅速消除，相對的，組織記憶流失的機會也

較少。唯協同教學的工作方式，在公立幼稚園比較常見，在私幼出現的

機率則較低。所以，私幼的新任教師較不可能像公幼擁有協同教學教師

的工作方式，也就缺少了透過做中學獲得經驗傳承的機會，再加上前任

教師的教學知能也隨著異動而離開，使得組織記憶流失，而新任教師則

必須自行摸索工作的方式與標準，對組織記憶需求因而產生。所以，在

私立幼稚園中，因缺少協同教學的工作方式，而使組織記憶流失的機會

應較大。故本研究假設，幼稚園以協同教學的方式進行教學工作的過程

愈久，表示過程中的組織記憶都能夠以做中學的方式進行經驗傳承，則

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因而被滿足，組織記憶有效性即愈高；相反

地，幼稚園未以協同教學方式進行教學工作，則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

需求相對提高，組織記憶有效性亦有待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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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知識分享行為 
Nonaka 和  Takeuchi（1995）將知識分享定義為「社會化

（socialization）」的過程，當人與人間分享知識及經驗，在此過程中

也就創造了隱性知識（如：共享意識（shared mind）與共享技術能力）；

此外，當此隱性知識被以隱喻（metaphor）、類推（analogies）、故
事…等方式將隱性知識「外化（externalize）」為顯性知識，也就產生

了觀念性知識；而當「結合化（combination）」步驟完成，即觀念性

知識已成為系統化的知識體系（某種共同語言），此知識將更易於溝通；

最後，被存取的資訊也會融入新知識中並重新組織知識，而此知識的獲

得即代表著知識被廣泛地分享、過程將使隱性知識更精緻化，並使組織

內個人得以將此知識「內化（interalization）至其知識基礎中，並增加

知識的價值。而由社會化、外化、結合化至內化的歷程，即稱為「組織

知識創造螺旋（knowledge creation spiral）」（Nonaka 和 Takeuchi, 
1995, p.71）。所以，當知識分享機制建立之後，不但可以讓組織知識

迅速散佈給組織成員，提供組織成員所遭遇問題的解決方針，在知識分

享歷程中也可能為組織創造新知識，也就是 Nonaka 和 Takeuchi
（1995）所主張的組織知識創造螺旋，其內涵如下圖 2-3所示： 

 

 
[圖 2-3 組織知識創造螺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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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和 Lloyd（2000）指出，在大多數的組織中，知道如何有效

地搜尋與應用相關資訊是比精通許多知識更有用；而在管理文獻上，大

多假設職員在遇到問題時，會求助於組織的資料庫、政策或工作手冊，

以獲得其想要的資訊。但在實務上，職員通常是依賴人際關係以獲取資

訊或建議，而且他們尋求朋友或同事解答的機率大約是尋求原始資訊來

源的五倍，簡言之，你認識的人將關鍵地影響你所知道的事（Who you 
know significantly affects what you eventually know.）（Rob 和 Lloyd, 
2000）。所以，幼稚園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retrieve demands），
可以透過組織知識的擴散（如：建立工作團隊、師徒制和教育訓練等）、

詢問幼稚園中有經驗的教師、搜尋幼稚園書面資料⋯等方式獲得解答

（溫源鳯和湯凱喻, 2005, p.135）。但無論幼稚園組織建立多健全的搜

尋功能或完善的資料庫供新手參考，但組織成員的人際關係卻經常是決

定個人所能獲取的組織知識之關鍵（Rob 和 Lloyd, 2000），故教師對
組織記憶確實有存取需求，且他們通常會選擇先詢問有經驗教師以學習

相關知識，而唯有建立同事間的互惠與信任感，彼此才有意願進行知識

移轉，有助於知識流通，教師也才能獲取有用的組織知識（Rob 和 
Lloyd, 2000; 林東清, 2003, p.289），教師也才能存取到有用的組織記
憶，解決工作上的疑惑；否則，若是同事間無法建立互惠及信任感，就

將產生Wexler（2002）所謂的組織記憶之授權問題，即因為擁有組織
記憶者即擁有權力，也就能從中獲得利益，這將使得組織內的某些人將

藉由控制組織記憶而控制組織內的工作事項，同時抑制他人使用組織記

憶的機會，教師也就無法自由存取組織記憶，獲得組織舊經驗的傳承。 
由以上的論述中得知，知識分享概念牽涉分享意願與分享行為，而

知識分享的前提則為信任。Davenport 和 Prusak（1998/1999, p.75）
也提示，組織在傳遞知識時，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信任，若信任不存在，

則所有的計劃都將導致失敗。組織為了建立信任，必須完成下面三項重

要任務（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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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任必須是具體可見的：組織成員需要看見人們因為分享組織

知識而獲得肯定，他們必須親自體驗互惠的好處。 
2. 信任必須是全面的：如果組織內有一部分的組織成員是不值得

信任的，則組織內部的知識將因失去平衡而失效。 
3. 信任必須從高層開始：信任風氣通常是由上而下滲透的，若領

導者及高階管理者能以身作則，通常能為組織風氣及價值觀帶

來良好典範，在組織成員間建立信任感，進而促進組織知識的

共享。 
所以，唯有教師之間存在信任，知識及組織記憶才能被正確的傳

遞，而教師所建立的人際互動關係會影響知識分享意願（Rob 和 Lloyd, 
2000, 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1999, p.75），又幼稚園內的授權程
度則會影響知識分享行為（Sallis, 2001/2001, p.125），而本研究認為，
知識分享意願與分享行為必須同時存在，組織記憶才能有效的被移轉與

擴散。由於知識分享意願屬於個人心理層面、較難分辨，故本研究以可

觀察到的、現存於組織內的知識分享行為作為分析與比較的依據，故當

組織記憶分享行為出現時，即視為組織成員間無Wexler（2002）所指
稱的組織記憶授權問題，且彼此間具信任感、願意互惠並交換知識，而

組織記憶分享行為出現的頻率愈高，代表著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

愈容易被滿足，也愈能增進組織記憶有效性，進而影響教師績效知覺（何

宜蓁,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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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流動對組織記憶的影響 

2-4-1教師流動 
現今組織在彈性勞動力的政策下，終身雇用的工作模式迅速没落

（Kransdorff, 1998/2000, p.16），致使每天都有職員進入與離開工作場

合，故職員流動已成為一種常態（Kransdorff, 1997）。根據 OECD
（1993）的統計，平均個人一生的工作時間中，大約會有八位老闆；

每年也大約有 1到 5項工作被創造或消滅；在一個工作團隊中，大約 4、
5 年，就得面對整個團隊成員全部改變的情況，而其中 80% 職員的離

職原因，則是與經濟循環不相干的；在美國，一名職員待在一家公司的

平均年資約為五年（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這直接意謂著資
深員工的消失以及員工的流動率逐年升高，也間接意謂著儲存於職員腦

海中的知識、公司得來不易的經驗隨著組織成員陸續出走而遺失，而新

人的交替則又讓公司人力結構永遠處於新上任階段。就算組織不斷努力

地監督以獲得知識並編纂成容易流通的外顯知識，但職員的隱性知識對

組織知識及能力是關鍵的，隨著離職職員而消失、關鍵的組織記憶，則

是無法彌補的。所以，即使企業因彈性勞動政策而獲得減少薪資成本或

退休金成本的好處，但職員的流動造成的人力斷層，必定將抵消所有的

好處（Kransdorff, 1998/2000, p.9），使企業記憶自食惡果。 
近年來，私立幼稚園教師的流動率也有向上攀升的趨勢，流動的原

因可以分為可分為自願性離職與非自願性離職二類： 
1. 自願性離職（voluntary turnover）：係由教師自行選擇，可能

因薪資、升遷、跳槽、輪調、與園長或其他教師的人際互動關

係不佳、無法融入幼稚園文化、幼稚園軟硬體設備不足、工作

負擔過重、缺乏個人發展空間等，教師因不滿現況而選擇離開； 
2. 非自願性離職（involuntary turnover）：這種流動方式是無法

由教師自行決定的（劉士豪、韓世偉、黃惠玟, 2006），例如：

解僱、屆齡退休、疾病、死亡、因組織縮編（downsizing）而
裁撤單位、引進彈性勞動力（Kransdorff, 1998/2000, p.9）等
原因，必須讓教師離開幼稚園。 

然而，無論是上述何種原因，導致教師離開幼稚園，教師個人所擁

有的珍貴知識與技能，特別是隱性知識，如：教師個人核心專長、教學

經驗、know-how等知識，將隨教師的離職而消逝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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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教師流動與幼稚園組織記憶的關係 
組織知識在某種程度上是來自於組織職員的，組織內每個人都可以

是資訊的主要來源（Ackerman, 1996），「個人擁有的私人知識可以是

組織知識的基礎⋯組織知識是被組織成員所共享的知識」（von Krogh 
et al. 1994, p.59）。Carley（1992）的研究中發現，在其模型中，組織
成員是唯一的知識儲存處所，而組織成員汰換將直接導致組織記憶的損

失。組織成員流動所造成的損失必須等到組織再次獲得新知識或新技能

時，組織才能再獲益（Price 和 Mueller, 1981; Carley, 1992）。Levitt 和 
March（1996）也指出，「歷史的教訓將隨著人員替換而流失」，故組織

成員的流動將直接影響組織已獲得的知識（Hanson, 2001）。March
（1991）的組織代碼（organizational code）研究也提供了類似的結果，

它指出類似組織記憶的概念，即新進人員的確對組織記憶成長具負面影

響，而組織成員流動所造成的損失必須等到組織再次獲得新知識或新技

能時，組織才能再次獲益。所以，幼教師若離開幼稚園，則幼教師流動

將對幼稚園組織記憶產生重大影響，因為有一些記憶是儲存於幼教師個

人心智中的（Stein 和 Zwass, 1995）。 
每當組織內有人離職、離開公司而加入同業、退休、遺散或解雇時，

某部分的知識或經驗即隨之消失，而招募之新進職員在初期只能重新學

習，平均新人需要 12 個月的適應期才能完全上手、發揮最大產能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王思峰, 2001），因為新人的技術與
知識會與原任職者不同，而且，組織必須花時間重新調整個人角色及工

作任務，並重新學習組織的工作分配（Kransdorff, 1998/2000, p.140），
這些都是在新人適應期中，新人及組織必須重新學習的內容，而在重新

學習的過程中，由於組織內的老手必須負責新人的訓練，間接地也使老

手的生產力亦受到影響，致使短期內組織的平均生產力與整體效率將被

明顯拉低（王思峰, 2001; Bowen, 2000/2005, p.168; 上海稻香文化傳
播, 2006, p.74）。 
此外，新任教師進入組織後，必須對幼稚園產生廣泛的體認、理解

並適應幼稚園文化、價值觀及教學信念、園長的決策風格等等，這些也

就是 Dixon（2000/2001, p.26）、Kransdorff（1997）及 Kransdorff 和 
Williams（2000）所稱的「共通知識」，新進教師唯有透過對幼稚園共

通知識運作的正確理解，以學習如何在其工作崗位上如何以適合幼稚園

的方式運用其知識技能，才能制定適合的決策（Kransdorff,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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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職員的年資平均值逐年下降時，除了讓組織不斷損失生產力及

效率外，Bell 和 Iverson（2002）更指出，組織還必須負擔許多額外

的成本，如：職員離職成本、徵募與挑選新成員成本、職前訓練及交接

成本、因同事離職而造成士氣低落的損失、與顧客關係崩解的危機成

本、組織喪失職員個人特殊能力與知識的成本等等，特別是在以知識工

作者為主的行業，如：學習型組織及服務型組織的工作領域中，職員異

動將造成組織流失職員特殊能力與知識的嚴重後果；也就是說，在此類

組織中，職員的更替即代表著組織記憶的喪失（Bell 和 Iverson, 2002; 
Kransdorff, 1997），而高職員流動率的後果即是造成組織人力嚴重斷層

（Kransdorff, 1998/2000, p.62）。由於幼稚園等學校組織剛好就是一個
以知識工作者為主的行業（吳明烈, 2003, p.72），故教師流動的確會使

得幼稚園組織遭受組織記憶流失的困擾，而教師流動即等同於教師個人

在園年資短，故本研究並進一步假設，教師的年資愈短，對幼稚園的共

通知識愈不瞭解，對幼稚園組織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愈高。這裡所謂之

共通知識，本研究則限定前述之與園務行政、教保實務、課程與教學、

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研習或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

面相關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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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記憶存取需求 

與個人較相關的組織記憶，應屬隱性知識。而組織記憶也較關注隱

性知識而非顯性知識，也就是組織記憶特別關切教師在工作中是如何運

用其專業知能的。所謂的專業知能即包括園長的決策風格、工作程序、

幼稚園規定、領導型態、幼稚園文化與結構、幼稚園對學生學習與行為

所持之態度、教學技巧、人際關係⋯等（Kransdorff, 19977;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Hanson, 2001; Haseman, Nazareth 和  Paul, 
2005），與 Dixon（2000/2001, p.26）所稱之「共通知識」相當雷同，

即指對幼稚園廣泛的認識、對幼稚園組織文化的理解、價值觀與信念系

統的理解、對幼稚園管理方式的理解、對人際溝通及互動的體認、對幼

稚園決策風格的適應、對幼稚園所屬教育市場的認識、對重要事件細節

的分析等等。這也表示新進教師的確是需要瞭解與幼稚園相關的所有細

節，故教師任教的第一年確實需要與幼稚園相關的知識及經驗

（Kransdorff 和 Williams, 2000; 王思峰, 2001），因為他們經常透過
詢問舊教師以獲得其所需要的知識與技能，或是得知從何處可獲得相關

資訊，亦或獨自從龐大的組織記憶中搜尋，這都顯示了教師確實對組織

記憶具有存取需求。 
新進教師唯有透過對幼稚園共通知識運作的正確理解，以學習如何

在其工作崗位上，如何以適合幼稚園的方式運用其知識技能，進行重要

決策。然而，在教學實務上，大部分的新進老師都被認為要靠自己去觀

察、理解與吸收上述的共通知識，但讓新進教師自己去獲取組織記憶之

政策或許是危險的，特別是當新進教師尚未完全瞭解幼稚園是如何運

作、在對幼稚園共通知識毫無所悉的情況下必須進行決策制定時，就期

望他們能制定重要的決策，可能會造成他們對幼稚園產生不正確的理解

及詮釋，且可能會導致與幼稚園期望不同的結果（Kransdorff, 1997）。 
至於幼稚園新進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可以透過組織知識的擴

散（如：建立工作團隊、師徒制和教育訓練等）、詢問幼稚園中有經驗

的教師、搜尋幼稚園書面資料⋯等方式獲得解答（溫源鳯和湯凱喻, 
2005, p.135）。但無論幼稚園組織建立多健全的搜尋功能或完善的資料

庫供新手參考，但組織成員的人際關係卻經常是決定個人所能獲取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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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知識之關鍵（Rob 和 Lloyd, 2000），故新任教師對幼稚園組織記憶
確實有存取需求，且他們通常會選擇詢問扮演資深知識者角色的教師以

學習相關知識。 
  至於原任職教師，也會產生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因為他們是有目的

且持續地存取組織記憶，以求制定與先前類似決策的目的（Neustadt 和 
May, 1986）。所以，即使是原任職教師，也會存取組織記憶中的舊經
驗與決策資訊，而曾參與過去事件的其他教師，也可以相互幫助，激起

對過去事件脈絡的記憶。因此，透過存取程序獲得的組織記憶以及每位

教師所擁有的個人記憶，可以補充教師對所存取記憶內之知識的理解

（Walsh 和 Ungson, 1991）。故無論是幼稚園內的新進教師或原任職

教師，都具有組織記憶存取需求，而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必須透

過對組織記憶影響因素的適當管理以維持其有效性，若無法管理組織記

憶影響因素，則組織記憶之有效性即有待商確，可能就無法獲得滿足教

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教師績效知覺也可能因之間接受到負面影響。

而教師們所欲存取之組織記憶內知識，在本研究中，即限定為前述之為

與園務行政、教保實務、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

研習或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面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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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組織記憶有效性 
關於組織記憶學術研究中，其主題大多圍繞著與組織記憶內涵的探

討、重要性及運用相關的命題（Croasdell et al. 2003），然而，更重

要的問題應該是：組織記憶裡的知識是有效的嗎？Croasdell（2001）
認為，組織記憶內容的有效性已然成為此研究領域最重要的課題。 

Huber（1991）強調，組織記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夠幫助組織學
習，「因為組織學習後所獲得的知識與經驗必須儲存在組織記憶中，以

供未來需要時搜尋、取用，故被保存的組織記憶必須具備有效性」

（Huber, 1996, p.150; Hanson, 2001）。所謂組織記憶的有效性，即
指能夠促進組織進行下一步學習的記憶，也就是產生「對未來有用的記

憶」（Wexler, 2002）或「可執行的記憶」（Roth 和 Kleiner, 1996）。
Rob 和 Lloyd（2000）也曾提出二項建立有效組織記憶的方法： 

1. 建立同事之間的互惠與信任感，有助於相互獲取有效的知識與經

驗：關於信任感的建立，已於本章第三節知識分享行為段落中探

究。 
2. 藉由從事共同且互動密切的工作，協助同事建立對彼此特殊知識

和技能的理解，這也可稱為任務相依性（Carley, 1992; 陳淨施, 
2005）：此項觀點亦能與本章第三節協同教學的討論合併，透過

協同教學的實施，即能滿足任務相依性的條件，使協同教師能相

互理解對方的知識技能與專長。 
所以，組織可以透過互惠與信任感以及從事相依性的工作，以建立

有效性的組織記憶，所以，組織只需要記憶正確的知識與經驗，以幫助

未來的組織學習並解決問題（Miyashior, 1996），並剔除永遠不會被

用到或幾乎不用的記憶，因為此部分的記憶已經失去價值了（Argote, 
1996）。若組織記憶不具備有效性，即意謂組織記憶中所儲存的知識與

經驗已不適用、失效或無法解決現今的問題，而使得學習註定失敗，甚

至可能會阻礙組織進行新的學習（Hanson, 2001）。學者曾提出下列六

項組織記憶有效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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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歸納的錯誤（errors of commission）：當不相干的資訊（如：對

未來決策無用的資訊）被強加在組織記憶領域時，錯誤歸納的資

訊被儲存在於組織記憶中，這項資訊或許永遠都不會被存取

（Walsh 和 Ungson, 1991）。 
2. 省略的錯誤（errors of omission）：當所需要傳遞的資訊是必須
經過篩選的，這時，若省略了應該被儲存在組織記憶的有用資

訊，則此重要資訊將永遠消失（Walsh 和 Ungson, 1991）。 
3. 組織記憶的貶值（depreciation）：當部分的記憶已變得無法再次
存取時，這些組織記憶就已變成毫無價值的資產了（Argote, 
1996），例如：因為年代久遠，用以讀取資料的設備已不存在

（Marshall, 1989），像幼稚園將某些資料儲存於磁碟片中，但卻

因磁碟片受潮而無法再次存取；或者是當部分記憶變得難以存

取，此記憶也就喪失其價值，例如：組織想要重新生產或提供之

前決定停產的產品與服務，但在組織內卻已完全找不到相關記錄

（Lenehan, 1982），像幼稚園若欲恢復以往執行過的蒙特梭利教

學，但卻因為所有相關教學教具及教案都已丟棄，故蒙特梭利教

學對此幼稚園的價值自然不復見。 
4. 組織記憶的誤用（misuse）：雖然歷史可以提供對目前決策合理

的預測，但決策者應該試著去懷疑過去的決策脈絡與現今決策脈

絡的相似性，小心謹慎地使用歷史資訊（Walsh 和 Ungson, 
1991），以避免錯誤決策的發生；或者是因個人的偏見而影響已

儲存的資訊之詮釋（Croasdell, 2001）。所以，教師雖然可以透
過存取組織記憶而獲得知識，但應該更小心仔細地詮釋組織記憶

中的知識，並比較發生當時與現今的脈絡因素是否雷同，才不會

因為引用了不同脈絡背景的組織記憶，而做出錯誤決策。 
5. 組織記憶的保存成本（retention cost）：保存組織記憶是要花成
本的，因為有些組織記憶可能永遠不會被存取，也可能因為時間

久遠而喪失時效性及內容有效性，若只是一味儲存而從不維護組

織記憶，將會造成再次存取時搜尋的困難、進而降低執行效率

（Wexler, 2002）；若是保存的組織記憶失敗了，除了浪費儲存

組織記憶所花費的成本，還可能導致錯誤的決策（Stein 和 
Zwass, 1995），對組織造成二次傷害。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511 
 

6. 組織記憶的權力問題（politcal source）：Wexler（2002）主張，
能從組織記憶獲得利益者，即掌握了權力，他們通常為主導者，

會藉由控制組織記憶進而控制日常工作事項，而且，他們會運用

自己的權力抑制他人存取組織記憶，導致組織成員為了接近組織

記憶而引發大量的權力競爭，若是這種情況出現次數過於頻繁，

將削弱組織成員之間的互信基礎。 
 
在幼稚園內的教師，在遇到問題或需要與參考與決策相關的資訊

時，即產生了組織記憶存取需求，而無論他們透過任何管道（如：搜尋

書面資料、電子檔或直接詢問園長及教師）以獲得相關知識，此知識能

被迅速搜尋且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協助制定決策，則教師獲得的組織記

憶是具有效性的；反之，若是獲得的知識對問題解決與決策制定無幫

助，則此組織記憶即已失效、不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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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組織記憶績效評估 
績效（performance）係指去執行或承擔工作，以達到目的或獲得

成果。根據Katzell（1975）的說法，「績效」係指達成既定目標的程

度；簡建忠也認為，人是組織最重要的資本，而在組織脈絡中，個人績

效就是在衡量人的工作成就，而為了使個人績效能為組織績效創造組織

所需之價值，故組織必須進行績效管理；學者吳清山（2000）提出：
「績效是指個人或單位對於職責範圍內的工作成效或成敗負起完全的

責任。」Campbell（1990）則認為，工作績效是指「個人作為一個組
織成員，而完成組織所期望、規定、或正式角色需求時，所表現的行為」

（連淑君與余德成, 2004）。Borman和Motowidlo（1993）也曾為工作
績效下註解，認為工作績效係指工作者完成組織規定工作之精熟程度。

依照上述對工作績效的定義，則在教育場域中，教師的工作績效表現應

該是以學生學習成就高低作為評斷標準（王如哲 , 2000; 孫志麟 , 
2003），吳清山、黃美芳和徐緯平（2002）更進一步指出，就廣義而

言，教育績效責任是由教育機構及其相關人員與學生本身負起教育和學

習成敗的責任；就狹義而言，教育績效責任則應由教育機構與其相關人

員11負起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p.5、6）。 
在幼稚園組織中，衡量組織記憶績效的問題，依據何宜蓁（2001）

的研究結果，在中等學校教師知識分享模式中發現，教師知識分享意願

會對教師教學效能產生直接的影響，藉此觀點我們瞭解，園內教師各自

擁有的專業知識技能，若不能相互分享，將知識由隱性轉為顯性，則其

他教師就無法獲得更多的組織記憶、導致組織記憶有效性的降低與教師

績效水準的下降，甚至影響幼稚園組織績效。也如同Nonaka和Takeucki
（1994）所提出的知識螺旋理論，雖然我們無法完全表達高度個人化

的專業知能，透過知識分享的過程，讓隱性知識逐漸顯性化；過程中，

教師也獲得有效的組織記憶，提高教師績效。而Nonaka和Takeucki所
謂的社會化、結合化、外化與內化的過程，例如：從教師之間相互分享

隱性知識開始，教師可以透過觀察其他教師的教學技巧、不斷模仿及練

習，強化自己的教學技巧，此即社會化；教師也可以透過重新編輯各種

                                                 
11 所謂教育機構及其相關人員包括：教育行政機構、教育政策制訂人員、學校、學校行政人

員、教師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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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知識（如：將各種書面記錄以有系統的方式重新整理），整合成新

的知識體系，讓其他人易於搜尋及閱讀，此即結合化；另外，當園長或

資深教師將自己累積的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能與教師分享，讓其他人可以

分享其隱性知識，此即外化的過程；最後，當園內所有教師都能分享上

述知識，教師也開始內化新知識，也就是開始延伸、擴張並重新界定自

己擁有的隱性知識，此即內化的過程，同時也創造了幼稚園組織內共享

的新知識（Nonaka, 1991, p.23-35）。當這四個步驟在幼稚園組織內不

斷開展，即表示整個組織記憶不斷擴張，這也將使園內教師能更有效地

存取組織記憶，進而提升教師個人的績效知覺。所以，在本研究中，主

要聚焦於教師在存取組織記憶的過程中，運用所獲得、有效的組織知識

以解決在與工作相關的問題，完成自己的工作，並對自己的工作績效進

行主觀評定。 
  在第一章中提到，組織記憶有效性的喪失，將造成個人績效及組織

記憶水準下降（Bell 和 Iverson, 2002; 王思峰, 2001）。由於本研究設
定之研究對象為幼稚園教師，故在績效衡量上，應以幼稚園教師可以衡

量的指標為首先考量，而在組織績效與教師績效知覺二選項上，受囿於

私幼組織之整體績效表現客觀資料取得及衡量不易（如：幼生人數、年

度財務報表、教師績效考核與給薪制度等等），故以教師對其工作績效

的自我知覺作為衡量基礎，故本研究將組織記憶績效衡量以教師績效知

覺取代。 
總論之，本研究所稱之教師績效知覺，即在描述教師對其幼稚園工

作負責任的表現，在完成幼稚園的期望、規定、應扮演的角色後，預期

自己表現的成果。而教師績效知覺的高低，將視教師在存取組織記憶

時，能否能迅速獲得具有效性的園務行政、教保實務、課程與教學、班

級經營、親師溝通、親職教育、研習或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面

的知識以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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