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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首先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擬定結論，並進行相關

討論；接續敍述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最後則對幼稚園組織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節綜合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分別就本研究主要概念進行歸納說

明，分述如下： 

一、教師是否具有組織記憶存取需求 

  從第四章的描述統計中，得到下列的實證結果： 

1. 教師的組織記憶詢問行為多於詢問需求，顯示教師經常以實際徵詢

行動解決其對組識記憶的存取需求。 

2. 在組織記憶詢問需求上，對園長的詢問需求以詢問園務行政、教保

實務及親職教育方面知識的詢問需求最高；對教師的詢問需求，則

以班級經營、教保實務以及課程與教學方面的詢問需求為最高；而

私幼教師對研習或進修方面知識的詢問需求則是最少的。 

3. 在組織記憶詢問行為上，對園長的詢問行為以詢問園務行政、教保

實務、親師溝通以及親職教育方面的詢問行為最高，對人際互動方

面的知識需求則最少；對教師的詢問行為則以教保實務、園務行

政、課程與教學以及親師溝通方面的詢問行為最多，而對研習或進

修、專業成長以及人際互動方面知識的詢問行為則最少。 

4. 組織記憶有效性的平均數高於組織記憶詢問行為，顯示教師認為自

己從園長及園內教師身上所獲得的知識能解決問題。 

5. 93%以上的填答教師均認為，園長及園內教師的組織記憶有效性相
當高，能夠解決教師在工作上所遭遇的問題。對於園長所提供的組

織記憶，以教保實務、親職教育、研究與進修、專業成長方面的知

識最有效、最能解決教師工作上的問題；至於園內教師所提供的組

織記憶，則以專業成長、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方面的知識最有效、

最能解決教師工作上的問題。 

由以上五點實證結果獲知，幼稚園教師對組織記憶確實是具有存取

需求，且他們所存取的組織記憶是具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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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年資與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的關係 

由第四章假設檢定，針對私幼樣本，本研究歸納出下列的結果： 

1. 在園年資一年以內與三年以上的教師在組織記憶詢問需求（t=3.363, 

p=.001<.05）上具顯著差異，並以在園年資一年以內教師之組織記憶

詢問需求較高，顯示教師的在園年資愈短，對組織記憶詢問需求愈

高；教師的在園年資愈長，對組織記憶詢問需求愈低。 

2. 在園年資一年以內與三年以上的教師在組織記憶詢問需求（t=2.499, 

p=.014<.05）上具顯著差異，並以在園年資一年以內教師之組織記憶

詢問行為較頻繁，且教師的在園年資愈短，對組織記憶詢問行為愈

多；教師的在園年資愈長，對組織記憶詢問行為愈少。 

3. 幼教年資一年以內的教師之組織記憶詢問需求平均數高於三年以

上教師（ 3.3308>2.7457），但其差異並未達顯著水準（ F=3.743, 

p=.055>.05），故教師的幼教年資愈短，教師對組織記憶詢問需求則

愈高；教師的幼教年資愈長，教師對組織記憶詢問需求則愈低，唯

其差異不明顯； 

4. 幼教年資一年以內的教師之組織記憶詢問行為平均數高於三年以

上教師（3.5126>3.1336），且達顯著水準（t=2.629, p=.011<.05）；故教

師的幼教年資愈短，教師對組織記憶詢問行為則愈頻繁；教師的幼

教年資愈長，教師對組織記憶詢問行為則頻率愈低。 

 

  依前四點所述，本研究發現，無論是以在園年資或幼教年資論之，

教師年資愈短，其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愈高；年資愈長，其組織記憶存取

需求愈低。再對照公幼樣本的描述分析結果，發現在園年資一年以內的

教師之組織記憶詢問需求及詢問行為均高於三年以上的教師

（3.1389>2.3642；3.3778>2.3889）；幼教年資一年以內的教師之組織記憶詢

問需求及詢問行為均高於三年以上的教師 （ 3.5347>2.2172 ；

3.7292>2.3131）；此研究結果與私幼樣本結果相同，故推論公幼教師年資

愈短，其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愈高；年資愈長，其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愈低。

所以，也可以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一]：新進教師的年資較低，對組

織記憶的存取需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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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實證結果得知，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的確實是存在的，這個

結果也呼應 Neustadt和May（1986）及Walsh和 Ungson（1991）

的論述，即無論是組織內的新人或原任職者，對組織記憶均具有存取需

求；唯在剛任職的第一年內，新進教師的組織記憶需求明顯較原任教師

高（Kransdorff和William, 2000; 王思峰，2001），因為新進教師急

需瞭解與幼稚園相關的知識及經驗，也就是 Dixon（2000/2001）所

稱的「共通知識」，例如：對幼稚園廣泛的認識、對人際溝通及互動的

體認、對幼稚園所屬教育市場及家長類型的認識等等。所以，幼稚園組

織應該更重視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以協助新進教師瞭解幼稚園內

的共通知識，並學習如何在其工作上運用其知能，做出適合幼稚園的決

策；而對於原任職教師的組織記憶需求，應該以協助原任職教師能夠自

我引導、做出適合脈絡的決策（Stein 和 Zwass, 1995; Croasdell, 

2001）。 

 

二、書面化程度、可接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協同教學角色行為、

知識分享行為與組織記憶有效性的關係 

1. 在五個中介變項的描述統計中，唯協同教學行為之平均數偏低，變

異度也大，顯示樣本中教師對協同教學行為具不同的認知。 

2. 在書面化程度上，90%以上的私立幼稚園均已致力於園務行政會議

記錄、教師的教案、幼兒成長檔案、教學日誌或教學省思、親師溝

通記錄、重要活動的錄影記錄和園史的書面化記錄及保存，唯在保

存離職教師離職前的訪談記錄以及教學觀摩影像記錄做為教學參

考工具二項上還需努力。書面化程度與組織記憶有效性（.341**, 

p=.000<.05）具正相關關係，且達顯著水準。 

3. 在可接近性上，大多數的正式化記錄都能被園內教師取用，最容易

取得的記錄包括：教案、幼兒成長檔案、教學日誌或教學省思以及

園務行政會議記錄；而教師最不易取得的記錄則為教師離職訪談記

錄，因園內並未保存此項記錄。此外，電子化程度的提高亦為增進

組織記憶有效性的重要途徑之一。可接近性與組織記憶有效性

（.513**, p=.000<.05）具正相關關係，且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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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協同教學行為上，有 75%的新進教師之幼稚園有安排協同教學，

讓原任職教師能將知識轉移給新任教師；應注意的是，尚有 25%

的幼稚園仍未為新進教師安排協同教學工作方式，而且其中 16%

的新進教師在剛到任時，也沒有經歷工作交接的過程，這會使組織

記憶流失量增加，為私立幼稚園應特別注意的地方。至於在園年資

三年以上的教師，由於園方認為他們可以獨立執行工作，故園方並

未為原任職教師安排協同教學工作方式。另外，協同教學行為與組

織記憶有效性（.184*, p=.019<.05）具正相關關係，且達顯著水準。 

5. 在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上，93%以上的園長和資深老師都能扮演資

深知識教師角色，與教師分享最新的教育知識、經常討論與學習相

關的議題、能教導教師擷取及應用知識並能瞭解教師的知識需求並

提供學習建言。唯有 11%的教師表示，在自己剛任職時，並未有

園長親自輔導或指派資深教師輔導新進教師瞭解工作內涵的工作

安排，使新進教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無法迅速獲得滿足或者得

到正確指引，而必須自行搜尋知識以解決問題，因而降低了組織記

憶有效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與組織記憶有效性（ .766**, 

p=.000<.05）具正相關關係，且達顯著水準。 

6. 93%以上的教師認為，園內教師之間的知識分享及轉移程度相當

高，這有助於組織記憶有效性的提升。唯在分享教師成長檔案的同

意比例較低，應該是因為園內並未保存教師的成長檔案，使得教師

無法分享教師成長檔案。又，知識分享行為與組織記憶有效性

（.661**, p=.000<.05）具正相關關係，且達顯著水準。 

7. 針對這五變項進行在園年資一年以內及三年以上二類教師的組間

平均數檢定，發現二類教師只有在協同教學行為變項上具顯著差異

（t=9.641, p=.000<.05），且結果顯示在園年資一年以內教師認為園內

是有協同教學行為的（Mean=3.3447；Std.=1.17874），表示新進老師認

為自己在教學工作上有獲得協同教師的協助；但在園年資三年以上

的教師卻持相反意見，認為協同教學行為是不存在的（Mean=1.7333；

Std.=.90051），表示原任教師並未獲得協同教學教師的協助。或許是

因為幼稚園的組織結構安排，認為在園年資三年以上的教師可以獨

立承擔教保工作，故園方並未安排協同教師；相反地，由於新進老

師對於幼稚園的教學工作內涵尚在摸索階段，而園方安排一位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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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師與新教師以協同教學方式完成教保工作，有助於分享彼此專

長的教學知識與經驗（吳碧霞，2004），並協助新進教師快速瞭解

園務運作及教保工作（施宏彥和羅宇媛，2004）。 

綜合上述七點實證結果發現，書面化程度愈高、可接近性愈高、資

深知識者角色行為愈多、協同教學行為愈頻繁、知識分享行為愈頻繁，

組織記憶有效性愈高。故證明在幼稚園場域中，文獻上主張書面化程

度、可接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協同教學行為及知識分享行為對

組織記憶有效性是有貢獻的（Cross 和 Baird, 2000;Davenport 和

Prusak, 1998; Dixon, 2000; Earl和Scott, 1998; Jones et al., 2003; 

Kransdorff, 1997; Kruse, 2003; Nonaka 和 Takeuchi, 19985; 

Roth和 Kleiner, 1998; Stein和 Zwass, 1995）。在此回答了[研究問

題二]：書面化程度、可接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協同教學行為

及知識分享行為等中介變項均會對組織記憶造成影響，同時亦為保持組

記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接續，再以多元迴歸分析五中介變項與組織記憶有效性之間的關

係，結果發現只有二變項：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β=0.600, t=8.463, 

p=.000<.05）及知識分享行為（β=0.232, t=3.276, p=.001<.05）對組織記憶有

效性最具解釋力（可解釋之變異量為 61.3%），且均達顯著水準。 

同樣地，再將樣本依在園年資及幼教年資分別分為二組，並各自進

行中介變項與組織記憶有效性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無論年資之

長短，只要園長及資深教師們的輔導與協助愈多，園內教師間知識分享

行為愈頻繁，組織記憶有效性就會愈高，教師績效知覺也愈高。所以，

在保持組記憶有效性的五項重要因素中，以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與知識

分享行為為最關鍵因素，即園長及資深教師們的協助愈多，教師間知識

分享行為愈頻繁，組織記憶有效性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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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的關係 

1. 在樣本描述統計中，教師績效知覺之平均數微高於組織記憶有效

性，表示當教師獲得有效的組織記憶後，對自己的績效表現亦滿

意，唯教師所自評的績效知覺變異度較大。 

2. 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具中度正相關關係（.654**），且達

顯著水準（p=.000<.05）。所以，組織記憶有效性愈高，教師績效知

覺也愈高；組織記憶有效性愈低，教師績效知覺也愈低。 

  由以上研究結果可知，組織記憶有效性確實會影響教師績效知覺，

在此，[研究問題三]亦獲得諝實，即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成

正向關係。因此在幼稚園組織中，須致力於保持組織記憶有效性，例如：

園內成員經常參與學校外部的研習活動或持續進修以吸取新知、淘汰舊

知識、定期更新園內組織記憶，只留下對工作有用的知識等，將有助於

提升組織記憶有效性，也能增進教師績效（Wexler, 2002; Roth 和

Kleiner, 1996）。此外，Cross 和 Baird（2000）與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曾提示的-教師人際關係的關鍵性，因為唯有園內教

師之間建立信任，彼此才有意願進行知識轉移，而有組織記憶需求的教

師也才能獲取有用的組織記憶，解決工作上的疑惑；相反地，若是教師

之間無信任可言，就會陷入 Bowen（2000）與Wexler（2002）所主

張的組織記憶權力問題，有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的教師無法從有經驗的教

師身上學習相關知識，因為擁有組織記憶者即擁有權力，他可以抑制他

人存取組織記憶的機會，使得組織內除了自己之外，其他人都無法獲得

組織記憶的傳承，自然也無法增進教師績效知覺。所以，為了增進教師

績效知覺，除了考慮如何提升組織記憶有效性外，也應致力於協助教師

之間建立信任，才能促使組織知識轉移發生，有存取需求的教師也才能

獲得有效的組織記憶。 

總論之，如欲提高教師績效知覺，幼稚園組織可以先從設置或培訓

具備資深知識者角色的園長或教師以及促進知識分享行為的方面著

手，可以有效提高組織記憶有效性，進而增進教師績效知覺；書面化程

度對較資深教師也有幫助，而可接近性則能幫助新手教師、提高組織記

憶有效性，而協同教學雖然與組織記憶有效性呈正相關關係，但貢獻度

較小。此外，對新手教師而言，搭配一位原任職教師進行協同教學，也

可以讓新進教師進行觀察及經驗傳承，並能迅速瞭解園內教保工作的進

行方式，獲得知識移轉，提高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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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記憶存取需求與組織記憶有效性的關係 

1. 在本研究中，原本假設組織記憶存取需求與組織記憶有效性二者互
不相關，然而，在實證研究結果中發現，二變項具有低度正相關關

係（.288**, p=.000<.05）。 

2. 以多元迴歸分析組織記憶詢問需求、詢問行為與組織記憶有效性之

間的關係，發現詢問需求問行為只能解釋組織記憶有效性 12.9%

的變異量，但此解釋力確實已達顯著水準（F=11.657, p=.000<.05），

但在β值上，只有組織記憶詢問行為達顯著（β=.475, p=.000<.05），

而組織記憶詢問需求則未達顯著（β=-.168, p=.161>.05），所以，能影

響組織記憶有效性的變項應為組織記憶詢問行為，而當組織記憶詢

問行為愈多，組織記憶有效性即愈高。 

綜上所述，在幼稚園組織中，應鼓勵年資短的教師多採取詢問行

為，而園方也可以多製造教師間相互交換知識的機會，例如：經常創造

教師面對面溝通與討論的機會、鼓勵教師問問題等，多詢問擁有相關知

識的園長及教師，才有機會獲得有效的組織記憶，進而提高教師績效知

覺。因此，教師流動率愈大，年資愈短，將使教師對組織記憶產生較高

的存取需求，為了滿足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應該多鼓勵教師採取

詢問行為，或由園方促進教師間知識分享行為的頻率，讓教師獲取有效

的組織記憶，進而提升教師績效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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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如下所述： 

1. 在研究變項上，針對組織記憶的文獻探討部分，由於各學者對組織
記憶內涵、載體及定義的主張不盡相同（詳見第二章），但至少學

者們皆認同，組織內的個人、組織文化及組織結構為組織記憶之重

要載體。由於研究範圍太廣，故本研究僅針對組織內的個人-教師

-所擁有的組織記憶進行研究，但也限制了研究結果的完整性。同

樣的，組織記憶有效性與教師績效知覺之間，應仍有變項存在，但

由於非本研究主軸，故未納入本研究架構中，這也將使研究結果受

到限制。 

2. 在問卷填答上，雖本研究有附上問卷填寫說明並親自打電話與幼稚

園園長或教師溝通，但是否發生教師委由他人代填問卷、產生資訊

代理現象，則不得而知，故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3. 在研究衡量上，本研究委請幼稚園教師依其主觀判斷來衡量組織記

憶存取需求、組織記憶有效性、教師績效知覺、書面化程度、可接

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協同教學行為、知識分享行為等變項，

這涉及事後回溯的問題，故有可能收集到的資料發生某種程度的扭

曲或因某些外力因素而未依實際情況填答問卷，故不一定能反應真

實現況，這點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4. 在研究問題上，由於本研究專注於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組織記憶有
效性、教師績效知覺、書面化程度、可接近性、資深知識者角色行

為、協同教學行為、知識分享行為等變項之間關係的探討，而對於

背景變項（如：幼稚園的規模、教師的學習動機等）以及環境因素

（如：幼稚園的外部環境分析、幼稚園文化與結構等）的影響則並

未納入影響組織記憶的變項中，此項亦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 

5. 在研究對象上，由於有在園年資一年之內的公幼教師相當有限，臺

北市僅 19家公幼有新進教師，故本研究將公幼樣本視為對照組，

並只對公幼樣本進行描述統計（詳見附錄二），而本研究獲得之實

證結果在應用於公幼時，也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因過度推論而得到

與事實不符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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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基於所獲得之實證結果，本研究建議，在幼稚園場域中，可以考慮

下列作法，以滿足教師的組織記憶存取需求、增進組織組織有效性並提

高園內教師的績效知覺： 

 

（一）對新進教師而言，由於他們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較高，園方應

該安排下列機制適時輔導新進教師： 

1. 安排園長或資深教師專責輔導新進教師，因為對新進教師而
言，從園長或資深教師身上獲取有效的組織記憶、瞭解園內的

共通知識，就是適應新工作環境的最佳方法；此外，扮演資深

知識者角色的園長或教師可以教導新進教師擷取及應用專業

知能、獲得經驗傳承、分享教育新知、瞭解新進教師的知識需

求並提供學習方向的建議、並經常討論與學習相關的議題，都

可以讓新進教師滿足組織記憶存取需求、獲得有效的組織記憶

並提高教師績效知覺。 

2. 提高教師之間知識分享行為的頻率，例如：由園方主導並預留

時段給教師，讓教師進行專業討論，分享相關的教學資源、教

案、教學日誌或教學省思、教學知能及工作經驗、研習心得或

教育新知、自行設計的幼兒成長檔案及教師成長檔案等，這樣

的分享活動，均能有效提高組織記憶的有效性、滿足教師對組

織記憶的存取需求、進而提高教師績效知覺。 

3. 對新手教師而言，除了上面兩途徑，園方還可以透過提高組織

記憶的可接近性，滿足新手教師的組織記憶需求並確保其獲取

的組織記憶有效性。例如：將園內常見之正式化資料、書面資

料與各種記錄，開放授權讓教師能夠容易取用，或轉為電子

檔、建立資訊系統管理各種記錄，讓教師可以各自存取組織記

憶、進行個人學習活動、自我引導解決問題，不但能維護並增

進組織記憶的有效性，同時也能提升教師績效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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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較資深教師而言，雖然他們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較低，但並

不表示資深老師不必存取組織記憶，園方仍應該安排下列機制協助資深

教師： 

1. 仍然以園長或資深教師擔任諮詢輔導角色為最直接又有效的
方法。雖然知識分享者與接收者均為有經驗的教師，但擔任資

深知識者角色的園長或教師，他們對於知識的儲存處或問題解

決方法瞭若指掌，所以直接詢問他們的意見將是解決組織記憶

疑惑最迅速的方法；此外，由於他們專責整合幼稚園內外的知

識，園內教師就可以從園長或資深教師身上不斷學習到教育新

知，讓每位教師對自己所擁有的專業知能進行調整及更新，這

個各自存取與更新組織記憶的過程也將提高組織記憶的有效

性，進而導致較高的教師績效知覺。 

2. 第二項途徑也是提高教師之間知識分享行為的頻率，每位資深

教師均擁有高個人化的隱性知識，若園內教師可以秉持互信互

惠的信念，想辦法表達自己所專精的隱性知識，過程中將不斷

擴大組織記憶的知識基礎，並為組織內成員創造對工作內涵共

享的詮釋，供園內教師吸收並內化這些共享詮釋，這個過程不

但可使個人化程度高的隱性知識顯性化，也可以持續擴充與調

整組織記憶，所以，Jones et al.,（2003）等學者將組織記憶

視為一動態寶庫，透過教師間持續交換隱性知識的過程，陸續

將隱性知識性化，不斷更新園內的共享詮釋或共通知識，提高

組織記憶有效性。而為了提高教師間知識分享的機會，如吳盛

（2003）所提示，幼稚園組織可以提供教師休息室或茶水間，

讓教師可以安心地在此相互交換知識或分享經驗，自然就能提

高教師之間知識分享的頻率，進而對組織記憶有效性產生正向

影響，並導致較高的教師績效知覺。 

3. 資深教師還注重第三項途徑-書面化程度。將各種知識正式化

的過程即為組織記憶的書面化，對資深教師而言，只要花時間

搜尋，各種書面化組織記憶也能幫助教師存取相關知識、解決

工作上的問題。所以，園方應該充實各種書面化的工作記錄、

影像記錄、會議記錄及親師溝通記等等，以供未來相關工作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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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幼稚園行政管理層面，從研究結果顯示，幼稚園組織也可以考

慮下列措施，以提高組織記憶的有效性： 

1. 教師對研習與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面的組織記憶存取
需求最少，園方應進一步瞭解，到底是教師自認已擁有足夠的

研習與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方面知識，因此而未產生存

取需求；抑或是雖然對這三種組織記憶有存取需求，但卻幾乎

不付諸行動、採取詢問行為；若答案為後者，則園方必須省思，

是否較不注重研習與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三類知識，因

而導致園內教師亦不注重上述知識；亦或有其他緣由，導致教

師對研習與進修、專業成長及人際互動三類知識無存取興趣與

行為，應為園方可以再深度研究的課題。 

2. 部分教師認為，他們在園務行政、研習與進修、專業成長方面

的知識較無顯著進步，為了解決這個問題，園方可以安排研習

活動並鼓勵教師參與，或者鼓勵教師參與校外研習與進修活動

等，以期有效解決教師在這三類知識無顯著成長的問題。 

3. 保存離職教師離職前的訪談記錄以及教學觀摩影像記錄做為

教學參考工具，將有助於教師瞭解離職教師對園內不滿意的意

見，以進行改善；而教學觀摩影像記錄則能使園內教師在遭遇

教學上類似的問題時，有影像記錄可直接參考，讓教師可以模

仿並加速問題解決的程度。 

4. 在協同教學行為上，有 75%的新進教師之幼稚園有安排協同教

學，讓原任職教師能將知識轉移給新任教師；應注意的是，尚

有 25%的幼稚園仍未為新進教師安排協同教學工作方式，而且

其中 16%的新進教師在剛到任時，也沒有經歷工作交接的過

程，這會使組織記憶大量流失，私立幼稚園應特別注意並避免

發生此問題。建議幼稚園組織可以考慮以任務相依為考量進行

工作安排，例如：以二位教師為一組，進行協同教學，使得二

位教師在工作上需要相互依賴與協助，進而有效增加教師之間

知識分享的機會。 

5. 在資深知識者角色行為上，有 11%的教師表示，在自己剛任職

時，並未有園長親自輔導或指派資深教師輔導新進教師瞭解工

作內涵的工作安排，在缺乏資深知識者角色安排的情況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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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組織記憶的存取需求無法迅速獲得滿足或者得到正確指

引，而必須自行搜尋知識以解決問題，當然這也將組織記憶有

效性下降，此亦為私幼組織必須正視並解決的問題。 

受囿於研究時間與經費的限制，本研究只針對幼稚園組織中所擁有

的正式化組織記憶以及園長與教師所擁有的隱性知識進行探討，期望未

來相關研究能更擴大研究範圍，針對組織記憶內的顯性及隱性知識進行

更細膩的探討，提供更多啓示讓學校組織效法，透過組織記憶與組織學

習的循環歷程，讓學校組織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