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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關係之後設分析
*陳柏霖
摘 要

d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實際效果，藉由統合 2004 至 2013 年的
27 篇博碩士論文的研究數據，探討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兩變項的相關性、調
節變項的影響、及跨變項間相關作用的結果。研究方法上採用後設分析，研究結果
指出，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平均效應量為.85，表示具有正相關且高度效應
量。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建議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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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 Po-Lin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searcher analyzed mean correlations, moderators’ effect,
and correlation across the two variables which are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y collecting data consisted of 27 theses published in 2004-2014.
Meta-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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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correlation and high effect size (which reaches to 0.85) between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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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的教學一直以來受到重視的一項

壹、緒論

研究課題（吳清山，1998）。近年來，教育
部所推動的教師評鑑，即是將教學效能視
為多種層面的指標所匯集而成的評鑑結果

再加上知識獲取的方便，透過網際網路即

（劉宗明、黃德祥，2008）。教師教學效能

可展開多元的學習，然而教師對於所持的

的發揮，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人格發展，

知識信念，可能會影響其知識的傳遞、分

乃至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的健全發展，皆

享、更新、創造與累積（劉佩雲，2013），

有重要的影響力（陳秀玉，2008）。根據陳

若在過程中遭遇到挫折，可能會影響其終

木金（2006）提到，教師教學效能係指建

身學習的意願。尤其，面對 e 世代網路學

立和諧師生關係、營造良好班級氣氛，創

習的衝擊，教育 M 型化的影響（教育部教

造一個有效率的學習環境，營造良好的學

育研究委員會，2011），教師處在教育工作

習氣氛，促進有效教學與學習，以達到預

崗位上，面對一連串的教育改革風潮，教

期 目 標 。 而 黃 瓊 慧 與 張 宇 樑 （ 2014） 發

師除了在校期間習得專業能力外，踏入教

現，學校知識管理有助於教師個人知識的

學現場，更是面臨「課程發展」、「教學創

運用，進而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d

世界瞬息萬變，知識半衰期的增快，

尤其，教師身為知識工作者，面對知

須設法提升本身的專業知能，以順應改革

識社會的挑戰，亦不能置身事外，如欲提

的腳步（吳宗立、林保豊，2003）。教師如

升自己的教學能力，則教師的知識需與時

何將個人的外顯知識，以及內隱的實踐性

俱進，因此教師繼續進修是相當重要的，

知識，化作系統性且能相互傳承與保存的

教師不能只侷限在以往的學識中，必須再

資料，成為新經濟時代的典型知識工作者

去增進自己的能力，學習不再只是學生的

的首要任務之一（陳美玉，2001，2002）。

事情，教師也必須去學習，方能避免與社

學校組織是一個知識密集的場域，而

會時代脫節。為此，在邁向全球知識經濟

教師的專業知識則是學校組織中重要的資

的潮流下，如何發展與整合個人知識管理

產，同時也是知識管理所強調的智識資本

能力與提升教學效能，面對世界的競爭，

（孫志麟，2003）；如何透過有效的管理

期能深入研究教師能力的課題領域，厚植

知識、儲存與運用，存在著一種創造競爭

未來進一步推動教育革新的學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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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及「資訊能力」的挑戰，使得教師必

優勢的機會（王如哲，2000）；因此知識

有鑑於上述背景，知識管理與教學效

管理對教育工作者而言是具有迫切性與價

能備受臺灣教學實務現場的重視，過去實

值性。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為基

務 工 作 者 （ 如 周 錫 欽 ， 2005 ； 洪 妮 均 ，

礎的經濟，有別於傳統的經濟模式，更是

2010），針對臺灣不同地區、不同職務及不

強調創新價值與核心能力的建立（陳衍

同層級的教師進行實徵性調查，瞭解臺灣

宏，2003）。

各縣市或各區域的教師在知識管理與教學

再則，教育是一種師生互動的過程，

效能的表現。然而，就實徵調查研究而

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教學的行為，將影響

言，雖數量累積充足，然而受限於經費的

學生學習和身心的發展。因此在教學過程

限制或其他因素的干擾，使得研究範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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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類化性不足且實際效果量微小的先天性

教師若能透過個人的知識管理工作，則能

缺失（Rosenthal, 1991/1999），因此，本研

不斷的學習新的知識與更新舊有的知識，

究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進而能夠增進個人的專業教育素質、專業

一、探討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

能力和增進教學效能。

係。

陳美玉（2002）即指出，透過教師個

二、探究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有那些

人知識的有效管理，可以強化教師的專業

調節變項（如不同任教層級、學校位

主體意識，使得教師經驗性、內隱性的知

置及研究年代）。

識外顯化，在教學上可以使得教師知識發

三、瞭解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項

揮更高的應用價值。孫志麟（2002）亦指
出，如將知識管理導入教師發展，建構教

以下研究者分別評析「知識管理」與

師專業成長的機制下，有助於提升教師的

「教學效能」的意涵之文獻，接著說明兩

知識技能，亦可能改變教師的態度與價

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調節變項的影

值。吳清山（2001）則認為，身為教師要

響。

有良好的知識管理能力和有著終身學習的

d

間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觀念，因為這樣才能在教學活動中不斷的

貳、文獻探討

蒐集各種的教學資訊，並加以有意義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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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整合，進而增進自我的專業和豐富

一、知識管理的意涵

自己的教學內容。Zhao（2010）指出，學

教師要有效進行知識管理，則需透過

學習的途徑，因為，知識管理的過程即是
一種學習的過程，在此一過程中，學習如
何有效地掌控、運用與創造知識，進而發
揮知識的最高效能，促進個人的知識管

理。知識管理幫助人們改善在組織中存在

的意義，承擔責任、合作及分享所知與所
學的知識為組織貢獻（Chu, Wang, & Yueh,
2011）。知識管理是一種學習的歷程，人們
在此歷程中，學習如何有效地掌控、運用
與創造知識，進而發揮知識的最高效能，
提升個人知識管理能力，將個人的隱性知
識透過分享、應用及創新等方式，增進學
習效率（吳明烈，2004）。教師知識管理即
透過一系列妥善管理知識的活動，不管是
內隱知識的獲得，或是外顯知識的分享，
都能有效的運用，並在此一過程中，使得
個人的知識與教學知能不斷增進的歷程。

校的知識管理可以幫助教師知識獲取、分
享及應用，以利有效的管理與運用學校的
有形與無形資產，尤其是專業知識、能力
及經驗的教師。在知識型學校中，若能建
構一個有效的知識系統，讓學校組織中的
知識能夠有效的創造、流通與加值，進而
不斷的產生創新性教育專業知識（吳政
達，2001）。
有鑑於前述所提的知識管理，本研究
奠基於文獻的回顧，將其知識管理轉化為
教育場域中的教師知識管理，將其焦點關
注在教師為學校知識管理的主體，教師個
人對於教學知識進行管理，而增進教學效
能。研究者在參考過去實徵研究的定義與
分類（王如哲，2000；李子建，2004；吳

明 烈 ， 2001 ； 吳 政 達 ， 2001 ； 吳 清 山 ，
2001；周錫欽，2005；孫志麟，2002；陳
美 玉 ， 2001 ， 2002 ； 陳 柏 霖 、 湯 雅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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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趙美聲、宋明娟，2008；劉佩雲，

或學科教材教法知識，使教師的內隱與外

2005 ； Cheng, 2011; Nonaka & Tekuchi,

顯知識不斷的互動與循環，以取得個人所

1995; Zhao, 2010），將其界定為：教師個人

需教學知識的能力。

對於教學知識進行管理，藉由教學知識的

（二）知識儲存
如何使知識產生價值，根據范熾文與

性知識產生，透過一套循序漸進的過程，

陳嬿竹（2009）提到，知識是經由集合再

如知識取得、累積、分享、應用及創新。

整合，整合再產生出創合。研究者參考過

在此一過程中，教師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

去觀點（吳堂鐘，2003；周錫欽，2005；

識在循環過程中，透過各種研習、非正式

凌 重 堅 ， 2004 ； Davenport & Prusak,

聊天、網際網路、教育訓練等活動，達到

1998），將知識儲存定義為：教師將教學專

學校組織的永續經營與創新，同時有助於

業知識記錄在紙本或雲端，透過文字、圖

對於教師精進個人的教學品質。以下分別

形、符號等有形、無形的溝通工具，採用

探討教師知識管理的過程涉及知識取得、

問卷、口耳相傳、說故事、師徒傳承制度

知識儲存、知識分享、知識應用及知識創

及電腦系統等各種管道，將教師的專業知

新等步驟，茲說明如下：

識做系統性的儲存、索引及管理，藉由各

（一）知識取得

d

管理促使學校內部與外部知識、顯性與隱

項教學知識的分類、整理、編碼及建檔，
以累積教學知識中的核心資源，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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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與 Gordey-Hays（1996）認為

當組織內缺乏某種知識時，便產生所謂

知識的能力。

「知識的落差」（knowledge gap），因此必

（三）知識分享

須將知識引進或移轉進來。曾國鴻、陳榮

知識擁有者將知識外顯化，透過溝通

宗、巫銘昌與羅希哲（2004）認為，教師

等公開互動方式交換意見或資訊，產生知

能以參加研習活動、學術研討會、聊天、

識分享、相互學習與流通（劉佩雲、陳柏

參與社群活動等方式，進行教學專業知

霖，2009）。鄭仁偉與黎士群（2001）指

識、學科知識及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的獲

出，知識分享行為具備的特性為知識分享

取，以增益自身之教學知識知能，即是知

過程是幫助他人發展新的行動能力，知識

識取得的過程。知識取得的管道，可藉由

分享的內容並非片段的資訊或資料分享，

工作經驗、向他人學習、從個人獲取新知

所產生的資訊間必須合乎邏輯，包括推理

識或經不斷搜尋過程中取得（陳柏霖、湯

機制。知識分享的內涵應包括分享個人知

雅芬，2013）。因此，綜合過去文獻評閱

識、分享學習機會與鼓勵他人學習等層

（ 吳 堂 鐘 ， 2003 ； 周 錫 欽 ， 2005 ； 范 熾

面。Boyntont（1999）認為知識存於個人腦

文 、 陳 嬿 竹 ， 2009 ； 凌 重 堅 ， 2004 ；

內，如果不能與他人分享，就無法發揮作

Davenport & Prusak, 1998），知識取得其意

用，唯有將自己的知識與他人分享、應

旨旨在：教師有效利用身邊各項管道（如

用，才能為組織創造更大利潤，所謂「薪

生活、工作經驗、學習或資訊管理系統）

火相傳」、「經驗傳承」就是指知識分享擴

蒐集組織內部現有的教學知識或擷取外界

散的重要性，知識不會因分享而減少，相

教學新知，如教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

反地，透過不同的知識分享，以創造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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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Hendriks（1999）認為知識分享的

際網路、教育訓練等形式的學習與吸收專

程序有二，其一，將內隱知識是藉由隱

業新知後，能將其內隱或外顯知識應用在

喻、類比、觀念、假設或模式，透過演

教師的專業教學上，建立個人的教學優

講、編篡知識系統、建構檔案或知識資料

勢，實踐於教學上的能力。

等行為將知識外顯化。其二，將外顯知識

（五）知識創新
個人知識創新是個體成員內隱性知識

傳遞知識，或將其製作成文件手冊，均有

與外顯性知識闡釋轉化之互動，不斷地重

助於將外顯的知識轉換為內隱知識。綜合

複內化、同化、外化、結合之知識螺旋心

過去論點（周錫欽，2005；范熾文、陳嬿

智歷程，並逐漸由個人擴大至團隊、再擴

竹，2009；范熾文、張阿靈，2013；張芳

大至組織，甚至組織外部。在此一階段，

全 ， 2007 ； 陳 柏 霖 、 湯 雅 芬 ， 2013 ；

個人在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間闡釋轉化互

Andersen, 1999/2000），本研究將知識分享

動中融入智慧及創意，讓知識推陳出新

定義為：教師藉由口頭溝通、共學社群、

（陳柏霖、湯雅芬，2013；劉佩雲、陳柏

文件檔案、網際網路、協同教學等方式分

霖，2009）。林海清（2001）認為知識創新

享給其他人等方式，透過知識的分享，改

包括知識來源、知識流通、知識學習與知

善自身或社群因知識或教學經驗的不足所

識創新等四個構面，知識來源必須豐富充

產生的各項教學困擾，進而豐富教師個人

實，質量並重；知識流通管道必須暢通無

的內隱知識，有利於外顯知識的傳遞，使

礙且擴散迅速；知識學習需兼顧效率與方

第三者能夠間接地經歷他人經驗，藉以增

法；知識創新包括加值與創新，從整合中

長專業知識的能力。

去研究發展，並加以改進與創造，以因應

（四）知識應用

社會變遷之需求。而陳書梅（2002）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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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轉換為內隱知識的過程，藉由語言、故事

知識分享雖係知識管理的重要流程，

知識創新係指知識的產生、創造與應用的

惟僅作知識的分享，並無法提升組織的知

過程；知識創新源自於優異的創造力，許

識與個人知識的質與量，必須將所有分享

多知識創新常來自個人經驗與直覺，無法

的知識應用於學習實踐之中，始具意義和

完全仰賴文字語言的傳遞，而內隱知識之

價值。知識的應用，非但可以改變個體之
思想、觀念、態度、行為、習慣及性格，
增進社會適應能力。知識應用意指個人能
活用專業知識，在學習與吸收專業新知
後，能將其內隱及外顯應用在生活上。綜
合過去論點（周錫欽，2005；范熾文、陳
嬿竹，2009；張芳全，2007），本研究將知
識應用定義為：教師知識之應用係為教學
專業知識完整性與正確性之發展，教師依
專業程度與難易程度將知識形式或符號化
儲存於紙本或電子資料庫中，教師在經由
同事、朋友間的交談、研討會、演講、網

掌握和應用，便成為培育創新能力的決定
性因素。綜合過去論點（邱志鑫，2007；
周錫欽，2005；范熾文、陳嬿竹，2009；
張芳全，2007），本研究將知識創新定義
為：教師主動參與教學研究，對自己的教
學不斷的反思修正，透過內隱與外顯知識
的循環過程，重新整合、組織與創造的教
學觀念、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

等專業知識，將個人知識擴散至團體與組
織，創新教學知識或教材教法，進而創發
新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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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效能的意涵

（一）教學計畫與準備

關於教師教學效能（teacher effectiveness）一詞，根據陳木金（2006）指出，教
學效能發軔於 1930 至 1960 年的美國，當
時美國師資培育界出現多次的改革，以提
高師資培育的質量，其中又以「能力本位
師 資 培 育 」（ Competency-Based Teacher
Education, CBTE）受到教育界矚目。而王
淑怡（2002）指出，教師教學效能可分成
三個不同階段：第一為教師特質研究，探
討好老師的人格特質；第二為教師行為研
究，可分析教師行為與學生成就間的關
學的認知、信念及作決定的歷程。

經驗、學習特質等，做為正式實施教學活
動的參考（林進材，2004）。教學計畫的第
一個步驟即是教學目標，教師在從事教學
工作時，擬定教學計畫，依據所選定的版
本教材及評估學生的學習差異，做好事前
的教學準備，教學活動方才順利進行，最
後如期達成教學目標（秦夢群、吳勁甫，
2011；張賢坤，2004；陳木金，2006；鍾
榮進，2015）。
（二）教材內容（組織）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具備專業知能，必
須有系統地呈現教材內容，明確傳達教學

d

係；第三為教師思考研究，探討教師對教

教學者首要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舊

至於教師教學效能的內涵，郭小蘋與

木金，2006；黃琪文、張宇樑，2014）。教
師能以學生的起點行為為基準，層次分明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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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勁甫（2011）認為，教師教學效能即自

意向，使學生能很清楚明瞭教學內容（陳

我效能、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以達成預期教育目標。而吳修
瑋（2006）指出，教師教學效能是教師預

期學生的學習結果，在教學情境中，透過
良好互動過程，根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
教學計畫，系統呈現教材，使用不同教學
策略並實施多元評量，激勵學生學習，以
增進具體成效的能力。Moneys（1992）指
出，優良教師的教學內涵包括：有效的教
導教材知識、有效的師生溝通、良好的教
材組織能力、有效的激勵學習動機能力、
和藹可親的態度、及良好的教室管理技
巧。研究者在評閱相關文獻後（周錫欽，
2005；馬蕙慈，2003；陳木金，2006；鍾
榮進，2015），將教學效能歸納成五項因
素，包括教學計畫與準備、教材內容（組
織）、教學技巧（或技術、策略）、班級經
營（學習氣氛）及教學成果與評量，茲說
明如下：

地呈現教材傳達教學內容，以清晰、有組
織、有系統、學業導向等技術，有效組織
與應用教材，分析教材其中的交互作用關
係，作最佳的排列組合，並彈性調整教學
內容，增強學生學習成效（李春松，
2007；周錫欽，2005；秦夢群、吳勁甫，
2011；馬蕙慈，2003；張碧娟，1999；張
賢坤，2004；鍾榮進，2015）。
（三）教學技巧（技術、策略）
教師能運用專業能力規劃準備教學，
採取各種有效的教學技術呈現教材（黃建
翔、吳清山，2013），採用多元有效教學技
術是教師進行有效能教學所必備的條件
（陳木金，2006）。因此，如何有效的運用
教學策略，提供教師在實際進行教學時，
能配合教學單元與學生程度，使用多種不
同教學方法及教學媒體，透過趣味性活
動，以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獲得
適性的發展，以達到教學的重要目標（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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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群、吳勁甫，2011；馬蕙慈，2003；張

直是國內研究者所欲瞭解的。二十一世紀

賢坤，2004；鍾榮進，2015）。

是以知識經濟為主軸的世紀，學校不僅是

（四）班級經營（學習氣氛）

知識傳播的場所，更是知識創造的園地
（吳清山，2001）。透過學校透過成員的知

成的一種社會心理環境，透過班級氣氛可

識分享，讓組織知識轉變為成員內隱知識

以了解班級的社會交互作用及個別差異情

的轉化與傳遞過程（王秀玲、林新發、康

形（陳木金，2006）。良好的班級氣氛應建

瀚文、梁玟燁、蔡麗華，2009）。尤其在教

立在彼此互信、互尊、互愛的人性化基礎

學現場，學生知識來源不再是單一面向，

上，滿足師生雙方需求，以適宜的期望、

教師要有良好的知識管理能力，不斷蒐集

正向的言語，促進學生適性發展。教師在

更多的教學資訊，並加以有意義和有系統

從事教學工作時，能運用班級經營管理策

的組合，進而增進自我的專業和豐富自己

略，建立與維持班規、偏差行為的處理、

的 教 學 內 容 （ 吳 清 山 ， 2001 ）。 孫 志 麟

督導學生自治與適應、建立良好師生關

（2002）認為，若能將知識管理導入教師

係，營造溫馨和諧的學習環境，凝聚班級

發展，建構教師專業成長的學習機制，有

向心力，積極關懷和激勵學生，促進學生

助於提升教師的知識、技能，亦可能改變

學 習 的 意 願 （ 李 春 松 ， 2007 ； 周 錫 欽 ，

教師的態度及價值。而陳美玉（2003）認

d

班級經營係指班級師生互動關係所形

為，教師必須強化個人專業實踐知識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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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秦夢群、吳勁甫，2011；馬蕙慈，
2003；張碧娟，1999；張賢坤，2004；廖

取、吸收、組織、管理、創新與活用能

釧如，2007）。

力，才能有效的促發其更寬廣且快速的再

（五）教學成果與評量

學習潛能，掌控目前及未來多變且愈發不

教學評量是指有系統的蒐集有關學生

學習行為的資料，加以分析處理後，再根
據預定的教學目標給予價值判斷的歷程
（張春興，1996）。教師教學評量是指有系

統的蒐集有關學生學習行為的資料，能夠
依據教學目標及教學計畫，再根據預定的
教學目標給予價值判斷的歷程，提供學生
有系統的回饋和修正，並依據評量結果，
教師調整教學方式（李春松，2007；周錫
欽，2005；秦夢群、吳勁甫，2011；馬蕙
慈 ， 2003 ； 張 碧 娟 ， 1999 ； 張 賢 坤 ，
2004；陳木金，2006；廖釧如，2007；鍾
榮進，2015）。

可預測的教學情境，成為一位具有實踐智
慧的專業教師。林進材（2000）亦提到，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何發揮高度的效能，
隨著教師本身專業知識的豐富與否而展現
出差異性。因此，教師若能透過個人的知
識管理工作，不斷的學習新的與更新舊有
的知識，進而提升個人的專業素質、專業
能力和增進教學效能（吳修瑋，2006）。當
代教師面對一連串的教育改革，與教學現
場的變化，需要不斷求取專業與教學新
知，透過正規教育、或非正式學習的方
式，在求取新知的過程中，面對大量繁雜
多元的知識，有賴於良好的知識管理。首
先，取得不同知識來源的管道，接著進行
有系統性的規劃與儲存，將所得知識應用

三、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的關係

於教學現場，同時透過各種管道分享知
關於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一

識，將內隱知識外顯化，使得知識不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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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與創新，將有助於教師達到良好的教

而知識管理一詞興起於 1990 年代之後

學效能；若要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提升

的知識革命，當知識可轉化為經濟時，

教學整體效能，從一開始的教學計畫、教

2000 年後知識管理如雨後春筍般在組織與

材內容的選定、教學方法的運用，營造良

企業應用，尤其學校這個場域，面臨的挑

好的教室學習氣氛，及有效落實教學成果

戰比起過去更為艱鉅，學校在追求改革與

與評量，不僅從總結性評量檢定學生學習

創新的策略中，「知識管理」的新思維有其

成效，更要從形成性評量的過程中，瞭解

實用價值（吳清山、黃旭鈞，2006）。隨著

學生學習的優缺點，實際掌握學生的學習

知識經濟這波旋風，以臺北市這個教育首

狀況，不斷的修正與檢討，不斷的教學創

都為例，於 2004 年推動優質學校經營，其

新，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意願，以提升學生

中於手冊明示「知識管理指標」為：學校

學習成效。

教育人員為知識工作者，如能透過對知識
進行蒐集、組織、儲存、傳播、轉化、分

係，過去文獻皆證實（王建智，2003；吳

享、運用與創新，則能提升學校行政之效

修瑋，2006，2007；吳清山，2001；汪春

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4）。而在這波

玲 ， 2009 ； 周 鍚 欽 ， 2005 ； 林 國 賢 ，

精緻教育的理念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04；林靜怡，2007；孫志麟，2002；許

2006 年 3 月辦理優質學校評選活動，在這

翠 珠 ， 2007 ； 許 瓊 潔 ， 2005 ； 陳 秀 玉 ，

樣的評選下，從中可知知識管理對於學校

2008；陳國蕙，2007；廖釧如，2007；鐘

中學生學習的進步、品質的持續改進以及

鎮郎，2010），教師知識管理愈佳，則其教

績 效 評 估 等 均 有 所 助 益 （ Stevenson,

學效能也愈佳，增益教學效能，有助於知

2001）。也因為這樣的評選，在職教師在進

識管理能力的持續推動。然而，研究者在

修期間亦對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十分重

評閱上述文獻的過程中發現，過去探討教

視，引發在職教師紛紛探究此一主題。研

師的背景變項，如教師的性別、年齡、服

究者長期關注此一主題發展，並和擁有理

務年資、教育背景、現任職務及學校規模

論與實務經驗的學者共同討論，將知識管

等背景變項，目前結果具有一致性，本研

理劃分為三個時期，2004 年至 2006 年萌芽

究並不加以納入分析。反而在不同層級的

期，知識管理的學說提倡與研究；2007 年

教師（含教官）、不同學校位置的教師、及

至 2008 年為成長期，教學現場的教師，在

不同發表年代，對於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

進修學位的過程中，以自身的角色紛紛探

效能的關係為何？在吳清山與黃旭鈞

討不同層級與不同學校位置的教師；2009

（ 2006 ） 針 對 不 同 地 區 （ 直 轄 市 、 省 轄

年之後為茁壯期，學說後續的研究效應與

市、縣轄市、鄉村）的國小教育人員，對

補足原先研究的不足。這樣的劃分植基於

學校推動知識管理策略的看法並未達顯著

此一主題的發展、教育當局政策的推動、

差異。但是尤曉鈺（2001）調查國民小學

及研究的主題滿足後設分析所需的樣本

知識管理現況卻發現，臺北市之國民小學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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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綜合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

在知識中心層面之符合程度明顯高於嘉義
縣和嘉義市。

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此一議題在國內
碩士在職專班引發實務工作者探究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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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然目前現有的研究，多半礙於時間或

研究者決定分析的主題後，以「知識管

經費的限制，主要探討單一層級（如任教

理」與「教學效能」作為關鍵字，以「全

於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單一地區（如

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Airiti Library 華藝

北部各縣市、中部各縣市），所得結論較無

線上圖書館」為主要搜尋系統，輔以

法全面瞭解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

Google 學術搜尋系統進行搜尋，確立研究

係。本研究擬透過後設分析，補足國內現

篇數超過 20 篇後，使得進行分析。其中，

有研究的不足，同時藉由後設分析，瞭解

范熾文與陳嬿竹（2009）雖是使用教學品

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圖像。

質一詞進行探討，但經研究者評閱論文，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本研

與教學效能內涵一致，因此納入分析。
（二）界定擬採用之研究報告的標準

究羅列問題如下：

根據研究目的，界定本研究所選用研

一、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為

究報告之標準如下：

何？

1.研究報告需採取中文撰寫，且清楚註

二、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調節變項

明作者、發表年代、發表型態及調查人

d

有哪些？

三、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項間是
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若有，其

象。

2.研究結果需提供計算「知識管理與教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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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度為何？

數，並以臺灣各級教育階段的教師為對

學效能相關係數值」之有效研究樣本數。
3.所採納之研究包含可計算「知識管

參、研究方法

理」與「教學效能」總量表或各分量表相
關效應量之資訊。所謂的效應量依據，研

一、研究設計

究者參考陳瑋婷（2011a）的作法進行準則

依照前述問題，本研究擬探討知識管

判斷：（1）登錄知識管理總量表與教學效

理與教學效能相關性的大小與方向，並進

能總量表之相關係數值。（2）若未提供第

一步檢定可能影響效應量之調節變項，本

（1）項資訊，依據研究報告中呈現整體知

研究將研究對象分為：國小教師、國中教

識管理與教學策略各分向度之相關係數

師、混合（國小、國中教師）、及高職教師

值，將其各相關係數求取平均數後再行登

（含教官）；學校位置可分為：北區各縣

錄之。（3）若前述 2 項資訊皆未提供，則

市、中區各縣市、南區各縣市、離島、及

蒐集知識管理各分向度與教學效能各分向

未說明；研究年代分為三個時段，2004 年

度之所有相關係數值，求取平均值後再行

至 2006 年、2007 年至 2008 年、及 2009 年

登錄之。

至 2013 年。

本研究依據上述資料庫，檢索所需之

二、研究步驟

文獻共計 31 篇，唯最後採用並進行後設分

（一）確立研究主題與蒐集文獻

採計的二項主因：論文並未在研究結果呈

析之研究共計 27 篇。多數研究報告無法被

研究者採用後設分析作為研究方法，
其首要條件即是文獻至少達到 20 篇，因此

現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與無法取得全文
以利後續編碼，故無法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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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研究報告之閱讀、分析及各變
項之資料登錄

大於 145（5k+10 = 5×27+10），可見出版誤
差很低（Rosenthal, 1991）。

在確立各個變項與登錄表格完成後，
研究者依據上述文獻評閱的歸納，所擬定

二、研究變項之調節效果檢定

標準進行仔細的閱讀與分析判斷，對於所

上述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雖達到

設定之變項，依據登錄代碼登錄至表格

顯著相關，但該相關中存在調節變項，使

中。在後設分析的研究步驟中，編碼者信

後設分析結果呈現異質性，接下來針對研

度是相當重要，研究者採取間隔一個月

究對象、學校位置、研究年代及效應量選

後，針對複印資料隨機抽取論文進行編碼

取類型四個研究變項之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的確認，達 95%的一致性。

如表 2 所示，並說明如後。
就任教階段變項而言，QB = 485.62（p

三、計算效應量的方法

< .05），顯示各組間之平均 ES 值有顯著差
異存在。「國小教師」組與「國中教師」組

電腦統計軟體，並選定固定模式進行後設

之 QW 皆呈現顯著差異，表示這兩組之各研

分析運算。研究時先將分析所用之資料，

究間所顯示的差異不是源自同一母群體的

如各篇研究之人數、研究特徵（包括問卷

抽樣誤差，有必要接續分析。在「國小教

信度、研究區域範圍、學校教育層級等）

師」組、「國中教師」組、「混合（國小、

及變項之相關值等，登錄至後設分析統計

國中教師）」組與「高職教師（含教官）」

軟體中，之後再進行統計分析。

組的 95%信賴區間（CI）皆為正數且不包

jte
p

d

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軟體為 MetaWin 2

含零。「國小教師」組之 r = 0.87，屬於高

肆、研究結果

相關及高度效應量；「國中教師」組之 r =

0.74，顯示兩者具有顯著正相關及高度效應

一、知識管理與教師教學效能研究結
果

對於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相關性

的後設分析，共投入 27 篇相關數據的研究
計算（N = 13156），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
能之平均效應量（相關）為 0.85，具有高
度效應量。由表 1 的分析結果摘要表中可
知，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0.83 - 0.86 之
間，顯著的不等於 0，表示知識管理與教師
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其次，Fail-safe
N = 90946.6，表示必須再有 90946.6 篇結
果不顯著的文獻納入效應量的計算，才有

量。

其次，在同質性檢定方面，「國小教

師」組與「國中教師」組兩組組內同質性
考驗 QW 皆顯著，表示組內異質，可能還存
在調節變項。因此，研究者接著分析國小
教師在不同學校位置的同質性考驗，「國小
教師在北部各縣市」之 r = 0.89，屬於高相
關及高度效應量；「國小教師在南部各縣
市」之 r = 0.84，屬於高相關及高度效應
量。而國中教師在不同學校位置的同質性
考驗，「國中教師在北部各縣市」之 r =

0.76，屬於高相關及高度效應量。

可能推翻此研究結果。同時 Fail-safe N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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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文獻之 ES 值
者

吳修瑋
周錫欽
林國賢
陳秀玉
汪春玲
徐文星
曾廣俊
劉國信
許翠珠
王建智
廖釧如
李春松
林靜怡
邱志鑫
蔡章弘
呂家榆
洪妮均
洪賢瓊
官振良
陳國蕙
沈千暉
林朝琴
許瓊潔
何振華
陳麗琴
黃于哲
范熾文、陳嬿竹
整體效果值
95% CI
N of study

年

代
2007
2005
2004
2008
2009
2009
2008
2006
2007
2005
2007
2007
2007
2007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7
2010
2009
2005
2008
2011
2011
2009

jte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作

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
r+
r(var)
1.04
0.0013
1.00
0.0016
0.70
0.0013
1.11
0.0065
0.85
0.0020
0.65
0.0031
1.05
0.0051
0.98
0.0045
1.11
0.0018
0.87
0.0018
0.89
0.0037
0.68
0.0020
1.23
0.0015
0.60
0.0015
0.91
0.0026
0.73
0.0040
1.20
0.0033
0.81
0.0016
0.83
0.0018
0.89
0.0018
0.41
0.0015
1.02
0.0033
0.77
0.0019
0.85
0.0013
0.98
0.0029
0.69
0.0023
0.54
0.0019
0.85
0.83 - 0.86

d

編號

27 篇（13,156 人）
537.2544*

同質性檢定 （QT）

註：N 為所有研究的樣本數總和；r 為將 Zr 轉換回的平均加權 Pearson r；95% CI 為 r 之 95%信賴區間值。

就學校位置變項而言，QB = 511.42（p

各縣市」組、「南部各縣市」組、「離島」

< .05），顯示各組別間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組及「未說明學校位置」組的 95%信賴區

在不同組別中，「北部各縣市」組、「中部

間皆為正數且不包含零。「北部各縣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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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r = 0.89，屬於高相關及高度效應量；

< .05），顯示組別間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中部各縣市」組之 r = 0.77，顯示兩者具

「2004 至 2006」組之 r = 0.84，屬於高相

有顯著正相關及高度效應量；「南部各縣

關及高度效應量；「2007 至 2008」組之 r =

市」組之 r = 0.83，顯示兩者具有顯著正相

0.93，顯示兩者具有顯著正相關及高度效應

關及高度效應量。

量；「2009 至 2013」組之 r = 0.77，顯示兩

就研究年代變項而言，QB = 470（p

者具有顯著正相關及高度效應量。

表2
各調節變項之結果
研究特徵

QB

K

r+

95% CI

QW

15
7
2
3

0.87
0.74
0.91
0.94

0.85 - 0.89
0.70 - 0.79
0.41 - 1.41
0.80 - 1.08

382.58*
90.87*
8.06
4.11

9
3
10
3
2

0.89
0.77
0.83
0.91
1.01

0.85 - 0.89
0.64 - 0.89
0.80 - 0.86
0.78 - 1.04
0.39 - 1.63

234.06*
42.54*
226.31*
8.06
0.45

2004-2006

5

0.84

0.79 - 0.89

37.12*

2007-2008

10

0.93

0.90 - 0.96

206.19*

2009-2013

12

0.77

0.74 - 0.80

226.69*

北部各縣市

6

0.89

0.85 - 0.93

148.99*

中部各縣市

2

0.96

0.43 - 1.49

2.38

南部各縣市

7

0.84

0.79 - 0.88

220.25*

北部各縣市

3

0.76

0.64 - 0.87

65.31*

南部各縣市

2

0.76

0.30 - 1.22

0.23

任教階段

485.62*

學校位置

d

國小教師
國中教師
混合（國小、國中教師）
高職教師（含教官）

511.42*

jte
p

北部各縣市
中部各縣市
南部各縣市
東部與離島
未說明
研究年代

國小教師在不同學校位置

國中教師在不同學校位置

470*

382.58*

65.55*

註： r 為將 Zr 轉換回的平均加權 Pearson r；95% CI 為 r 之 95%信賴區間值；QT, QB, Qw 為同質性檢定；* p < .05

三、知識管理與教學效能跨變項之間
的關係
如文獻所述，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
能理論的發展相當完整，若單看知識管理

與教學效能的關係，可能有一些細節會更
有討論的內容。然而，知識管理與教學效
能的各因素，由於每一篇研究所歸納的因
素仍有些許的不同，研究者首先評閱文

- 115 -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獻，隨後進行因素歸納，同時根據馬信行

其 QT 分 別 為 148.15 、 79.05 、 165.68 、

（2002）的建議，跨變項間得因素至少要

282.77 及 230.08（p < .001），皆達顯著差

10 篇以上作為取決標準，其後設分析可能

異存在，而在 95%信賴區間皆為正數且不

會較穩定。因此，研究者確定知識管理與

包含零。而教學效能各因素，如教學計畫

教學效能有達到顯著相關後，再確定知識

與準備、教材內容（組織）、教學技巧（策

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項間均存在顯著相

略）、班級經營（氣氛）及教學成果與評

關，準此，以後設分析結果繪製跨變項間

量 ， 其 QT 分 別 為 324.15 、 59.71 、

的關係模式如圖 1，而各跨變項結果，如表

343.69、144.87、101.91（p < .001），皆達

3 所示，各跨變項的篇數皆超過 10 篇以

顯著差異存在，而在 95%信賴區間皆為正

上。知識管理各因素，如知識取得、知識

數且不包含零。

jte
p

d

儲存、知識分享、知識應用及知識創新，

圖 1 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項間關係模式

表3

各跨變項之結果

研究特徵
知識取得
知識儲存
知識分享
知識應用
知識創新
教學計畫與準備
教材內容（組織）
教學技巧（策略）
班級經營（氣氛）
教學成果與評量

QT
148.15***
79.05***
165.68***
282.77***
230.08***
324.15***
59.71***
343.69***
144.87***
101.91***

註：***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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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21
17
21
21
21
19
12
18
19
19

r+
0.67
0.55
0.64
0.82
0.86
0.77
0.67
0.74
0.64
0.78

95% CI
0.61 - 0.72
0.53 - 0.58
0.62 - 0.66
0.79 -0.84
0.83 - 0.88
0.75 - 0.79
0.64 - 0.70
0.72 - 0.76
0.62 - 0.67
0.76 -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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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置」及「研究年代」的同質性考驗 QB

四、討論

皆顯著，研究者單探究不同任教階段的教

本研究旨在運用後設分析的方法，針

師在不同學校位置進行中介考驗，這是因

對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進行分

為不同任教層級的教師，可能在不同學校

析，研究發現，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

位置，其教師體認的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

之平均效應量為 0.85，達顯著相關並具有

有所不同，所以從「國小教師」與「國中

高度效應量。此一結果與過去文獻評析一

教師」這二組，其組內的同質性考驗 QW 皆

致（王建智，2003；吳修瑋，2006，2007；

顯著，說明可能存有中介變項。研究者接

吳清山，2001；汪春玲，2009；周鍚欽，

續分別針對這兩組的教師在不同區域進行

2005；林國賢，2004；林靜怡，2007；許

考驗。研究結果指出：國小教師在北部各

翠 珠 ， 2007 ； 許 瓊 潔 ， 2005 ； 陳 秀 玉 ，

縣市與南部各縣市有顯著相關，而國中教

2008；陳國蕙，2007；廖釧如，2007；鐘

師在北部各縣市有顯著相關。
至於，不同學校位置的教師，在知識

學效能也愈佳，因此若能提升教師知識管

管理與教學效能相關間扮演調節變項，「北

理的能力，有助於促進教師教學效能，教

部各縣市」組、「中部各縣市」組及「南部

師若能透過個人的知識管理工作，不斷的

各縣市」組，分別具有顯著正相關及高度

更新自身的知識內涵，進而有助於個人的

效應量。

jte
p

d

鎮郎，2010），教師知識管理愈佳，則其教

而不同論文發表年代方面，由於從八

專業素質與能力及增進教學效能，教師的

零年代初期教改列車啟動至九零年代九年

知識管理與教師教學效能有著密切的關連。

其次，本研究就不同調節變項的分析

一貫課程的實施，促進各級學校行政變革，

結果，進行討論：關於不同任教階段的教

面對這一系列的變革，如何使知識能被成

師，由於組間效應量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員隨時有效的搜尋應用與創新的觀念，對

表示此變項為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相

組織而言就愈發的重要（曾家樓，2004）。

關性之調節變項。其中國小教師與國中教

研究者將發表年代分成三組，2004 年至

師分別在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呈現顯著正

2006 年萌芽期，知識管理的學說提倡與研

相關，說明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任教的教師，

究；2007 年至 2008 年為成長期，教學現場

其知識管理的能力與教師教學效能有著密

的教師，在進修學位的過程中，以自身的

切的關連，表示教師如具備越佳的知識管

角色紛紛探討不同層級與不同學校位置的

理能力則愈有可能具備較佳的教學效能，

教師；2009 年之後為茁壯期，學說後續的

與過去文獻回顧一致（王建智，2003；吳

研究效應與補足原先研究的不足。本研究

修瑋，2006，2007；吳清山，2001；汪春

結果發現：這三組組內同質性考驗達顯著

玲，2009；周鍚欽，2005；林國賢，2004；

相關並具有高度效應量，說明教師在不同

林靜怡，2007；許翠珠，2007；許瓊潔，

時期專業成長的過程中，常以知識為主要

2005；陳秀玉，2008；陳國蕙，2007；廖

學習核心，而知識管理亦以知識為重心，

釧如，2007；鐘鎮郎，2010）。

重視組織文化的塑造、善用策略、強調個

就同質性檢定方面，「任教階段」、「學

人主動學習與評量，運用知識儲存、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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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應用及創造的過程，進而助益其教

種研習、非正式聊天、網際網路、教育訓

學的效能。

練等活動，才有可能發揮知識管理的效用；

另外，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

不過這些推論仍屬臆測，其真正的原因仍

項間關係模式，如圖 1 所示。就教師知識

有待未來進一步探究。整體而言，教師若

管理中「知識創新」與整體教學效能的平

能不斷充實知識內涵，將可落實知識管理，

均相關為.86 取得最高相關的結果而言，代

進而達到教育專業化，增進教學效能；相

表教師知識創新的程度越好，教學整體效

對的，教師教學效能越理想，亦會帶動較

能亦會隨之增益；而「知識儲存」與整體
教學效能的平均相關為.55 的結果而言，教

佳的知識管理能力，兩者之間彼此應該是
循環的歷程。

師的知識儲存，對於整體教學效能的關係

伍、結論與建議

可能較不明顯。研究者推測，教師平日透
過各項口頭溝通、共學社群、文件檔案、

根據上述分析，其研究所得結果足以
瞭解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關係，研究結

d

網際網路、協同教學等方式獲取知識後，
知識透過萃取、擴散，並予以適當的分類
及編碼，將知識加以儲存，然而當教師在

結論與建議，供教學實務現場與未來研究
參考。

jte
p

教學歷程中，如何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與技

果支持文獻回顧與實證研究，茲提出以下

巧，就和知識儲存的提取有所關聯。如果
這些知識的分類、彙整、編碼、儲存和建

一、結論

檔完整，教師要進行知識整理，便能有效

（一）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間為正相

進行知識的運用與再利用（范熾文、莊千

關

慧，2008）。倘若，知識儲存的分類與編碼

本研究分析臺灣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

有限，對於教師在教學現場想臨時提取知

效能，其平均效應量為.85，表示具有正相

識，可能因知識儲存的不佳，因而無法展

關且高度效應量。

現教學效能。此一結果，仍有待後續持續

（二）教師在不同任教階段與不同學校位
置、不同論文發表年代的教師其教

的追蹤。

至於從「教學成果與評量」面而言，

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扮演調節變

其與整體的知識管理相關最高（.78）；而

項

「班級經營（氣氛）」與整體的知識管理相

1.國小教師在北部與南部各縣市有顯著

關最低（.64）
，研究者推論教師要達成有效

相關，而國中教師在北部各縣市有顯著相

的班級經營，塑造良好的學習氣氛，雖然

關。

在學理上有著不同的經營方式，但是班級

2.不同學校位置的教師，在知識管理與

經營與老師的教學經驗有著密切的關連，

教學效能的相關，分別有顯著正相關及高

一位有效能的教師，可能從學生的秩序與

效應量。

自律行為即可一目了然，如何落實將班級
經營的內隱知識轉化為外顯知識，透過各

3.不同研究年代的教師，在教師知識管
理與教學效能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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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跨變項間
為顯著正相關且具有高度效應量

知識、應用知識，甚至創新知識，將有助
於教師在教學計畫與準備、教學技巧（技

1.教師知識管理中的「知識創新」與整
體「教學效能」相關最高為.86。

術、策略）、教材內容（組織）、學習氣氛
（班級經營）、及教學成果與評量，對於整

2.教師知識管理中的「知識儲存」與整
體「教學效能」相關最低為.55。

體教學效能有所助益。而具備良好的知識
管理能力，才能因應 e 世代網路學習的衝

3.教師教學效能中的「教學成果與評

擊，教育 M 型化的影響，對教學作適當的

量」與整體的教師「知識管理」相關最高

改變與創新，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為.78。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4.教師教學效能中的「班級經營（氣

本研究僅單純探討教師知識管理與教

氛）」與整體的教師「知識管理」相關最低

學效能的關係及其與跨變項的關係，研究

為.64。

者在蒐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校長領導此
一連續變項與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
關係，近來陸續有研究加以調查（如陳麗

d

二、研究限制

琴，2011；黃于哲，2011），待文獻數量足

文進行分析，由於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

夠後，後續研究者可擴充理論 模式之複雜

實證性研究大多為學位論文，僅有 1 篇期

性，以獲取更細緻的資料。

jte
p

本研究選取臺灣博碩士論文與期刊論

刊論文，而國外論文以臺灣教師的知識管

其次，在研究對象的選擇可多關注高

理與教學效能為主題之論文，目前尚未有

中職（含大專以上的老師）其知識管理與

論文刊登，因此僅能多半以博碩士論文進

教學效能的關係與差異，以擴大研究結果

行分析。在臺灣吳政達與陳芝仙（2006）

的類推性，同時亦可瞭解臺灣教師此一職

與陳瑋婷（2011a，2011b）等人亦是多半

業在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的現況。

使用學位論文進行分析，受限於臺灣期刊

最後，建議未來可從「國際期刊」作

論文的數量較少，雖被視為未發表論文，

為教師知識管理與教學效能後設分析資料

但對於臺灣後設分析的研究仍具有價值。

的來源，可使分析後的結果更具價值。

如同謝進昌（2010）提到，臺灣教育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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