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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的知識管理平台 

－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為例 

 

吳國江 

大同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文山國中教師 

 

知識管理平台的技術是運用電腦和網路，透過文字、圖形、聲音、動畫等多

媒體特性，提供超文件/媒體（Hyper-documents/Hyper-media）供使用者存取使用，

使知識或資訊來源多元化，來滿足教師主動學習需求，進而促進跨校、跨地區教

學經驗分享；換言之，知識管理平台的特性是具有分散性、跨平台與互動等功能，

可將各方面產出的資料達成有效擷取、清點、登錄儲存及分類編碼，以提供學校

教師查詢、分享、研討、學習、流通、應用和創新教學方案之參考。另一方面，

本知識管理平台的內容在經營一個以教學專業為主的「實體」知識社群，企圖滿

足師生對知識的需求，營造一個開放的校園文化，對外提供教學上共享知識的「虛

擬」社群機制，激勵家長和社區參與知識共享。 

壹、前言 

知識管理的概念最先是源自於企業界，為了長時間瞭解商場資訊，企業成立

知識管理部門，以分析商場所需的知識，並將知識管理成果供企業內成員分享，

日積月累形成企業專屬的知識庫，知識庫可供給組織成員吸收新知和激發創意，

協助企業自我改造、提昇競爭力、和強化適應力，分析企業的知識管理過程與益

處，其似乎也可以讓學校裡的教師們有些啟示呢？縱然知識管理是個企業上常用

的技術，知識管理在學校是否有其必要價值呢？下列舉一些知識管理在教育組織

顯而易見的正面作用： 

一、學校實行知識管理可以促進知識的共享、流通、應用和創新，幫助教師的

成長，由於知識的共享與流通，將可促進教育革新；反之，仍承續昔日由

每位教師個別去設計課程、獨力尋找教材資源、及摸索教學方法，儘管其

教學成效也可以達到一定的教學成果，但往往造成教師個人過度負擔，其

教學成果少有分享和流通，也較難有知識的應用和創新。 

二、良好的知識管理營造開放溝通的組織氣氛，讓個別教師樂於將內隱知識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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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外顯知識，也容易讓知識在學校內部分享和擴散。 

三、知識管理可建立了有效連結外顯知識的機制，促使教師的個人知識容易轉

化為公共知識，乃至學校整體的知識。 

四、家長及社區有許多知識的資源可供運用，學校應以知識管理的觀念，讓這

些資源轉化成為學校的資產，相信對學校的經營會有相當的助益。 

五、知識管理的運用是將學校中原先散佈於教師個人、各部門單位的知識加以

管理，並透過知識的取得、儲存、分享與創新，以達成組織知識、經驗的

「文件化」。 

六、知識管理可促進學校的傳承與進化，使後繼者可以從前人的腳步和經驗

中，得到指引、啟發和創新，使學校的運作得以有效傳承，並幫助學校的

永續進化。 

七、建構整體性的學校知識管理平台，可廣泛蒐集、彙整各種教學資源，以提

供學校教師查詢、分享、研討、學習、流通、應用和創新教學方案之參考。 

管理學大師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的主張：「管理」最重要的

貢獻是必須增加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Drucker，2000），學校的教師

是典型的知識工作者，知識管理可增加教師個人的教學能力，也可強化資訊科技

運用能力、應用知識的能力和創新教學的能力等，更可提昇學校團隊的學習能力

及溝通協調能力，最終促進教育革新。 

貳、知識管理與資訊科技 

知識管理是「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的延伸。運用資訊技術將

「資料」加以彙整組織而形成使用者方便使用的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是資訊管理的一般概念，也是一種技術導向的管理型態；

知識管理則在資訊管理的基礎上，回歸到以「人」為本位的知識的學習、擴散、

流通、轉化、分享、應用與創新（羅文基，2004）。 

依據美國勤業管理顧問公司（Arthur Andersen）為知識管理所提出的公式： 

KM=（P+K）S（圖1）其中KM是指Knowledge Management, P是指People ,K是指

Knowledge, +是指Technology, S則為Share。這個公式所表達的是：組織知識的累

積，等於人力資源（People）結合資訊科技協助，而在組織共享的文化下達到倍

數乘方的擴散效果（劉京偉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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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P+K）
s 

Technology(+)：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協助知識管理的建構

Share：分享 知識管理 

People(人)：知識載運者

Knowledge(知識)：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Knowledge(知識)
 

圖1 知識管理公式 

資料來源：劉京偉譯（2000），知識管理的第一本書，頁39，台北：商周。 

 

從知識管理公式（Knowledge Management equation）中可知「+」是資訊科

技，S為Share即知識分享，資訊科技協助知識管理的建構，網際網路及通訊科技

便捷地促成知識分享，換言之，資訊科技（Computer）和通訊科技（Communication）

將知識載運者--人（People）以及知識（Knowledge）兩者相結合，因此今日資訊

科技和通訊科技是知識管理不可或缺元素，沒有了它似乎知識管理沒有效率，但

一般知識管理研究都傾向從人員、方法、體制、策略或文化等層面研究，比較少

有從工具取向來研究，本文從工具取向的角度為出發，探討如何以知識管理平台

來落實知識管理，特別是支援協同教學。 

學校的知識管理平台（或稱知識管理系統、或稱知識管理資訊系統）是將教

師教學過程的經驗內化成一個個有組織的知識單元（Knowledge unit），再善用知

識管理技術來組織知識單元供教學上可運用之知識，透過電腦、資料庫管理軟體

及網際網路等工具的運用，以及包括各項配套的軟硬體設施，以發展一個有利於

學校知識發展的良好環境，這平台扮演著學校知識的窗口，適時引進學校所需要

的各項知識，促進學校內部的知識流通，或促進學校與外部的知識交流，提昇教

師獲取知識的效率與整體的知識學習能力。 

質言之，學校的知識管理平台的目標為指導學校的知識創新，協助學校發展

課程，以有效發揮教師的知識能力與開發潛能，增加學校整體知識的存量與價

值，讓學校擁有大量知識，形成知識型學校、學習型學校，最終可促進學校的革

新，使學校課程更符合學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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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平台」是一張虛擬的會議桌 

網路能夠跳脫地理與時間的限制進行互相通信，「平台」則可視為透過網路

工具互相溝通的虛擬橋樑；知識管理平台是一座互相溝通的虛擬橋樑，更像一張

透過網路互相溝通的虛擬會議桌（如圖2所示），工作夥伴可隨時隨地在這張虛擬

會議桌上進行討論，進行團隊的協同作業（Collaboration或Team-work），而常見

的協同作業有共同的行事曆、佈告欄、公文傳遞、檔案管理、專案管理、工作追

蹤和會議記錄⋯等等，藉以快速建立、公佈、管理和共享文件（或檔案），因此

成熟的企業用知識管理平台常建置協同作業區，用其來幫助同一工作群組的夥伴

們在一個既定流程中協同作業，另一角度來看，據企業的知識管理經驗，知識一

直存在組織中流動，這些日積月累的瑣碎的經驗、資料或文件，可從中再「編碼」

成組織內的共有知識，協同作業區便是在儲存和管理這些瑣碎的經驗、資料或文

件，使之成為組織內共有的知識資產。 

成員們運用協同作業區來協調進度、互相通信、共同討論等，尤其是企業界

瞬息萬變，若公文流程太長或會議頻繁，往往工作效率不彰，這時有了協同作業

區可以讓上上下下成員都可經由協同作業區來互相瞭解溝通，而且是線上即時的

（On-line Real-time），如圖2所示，在協同作業區中，成員們如同在會議桌上討

論問題和解決問題，但這一切操作都是透過網際網路、伺服器、應用軟體和資料

庫技術達到的，組織成員並不需經常性面對面會議，就清楚地掌握組織和成員的

活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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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知識管理平台的協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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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作業區概念源自於企業界的知識管理經驗，他山之石值得借鏡，參考企

業知識管理的協同作業區的優點，另一方面根據「領域」教學發展上的需求，可

將佈告欄、行事曆、親師互動區、師生互動留言板、工作追蹤、知識文件管理（上

傳和下載）、知識庫搜尋、教師和家長的研習報名、問卷調查、群組討論區和電

子郵件等項目組織成一個協同作業區，從中教師成員可有效率地掌握同領域教師

及全校師生的進度、連繫及教案管理，以利於教師們經常性地從事知識管理和進

行協同教學。 

圖2也是以「領域」為實體的群組工作區示意圖，在圖中有一張會議桌，知

識管理平台就是這一張虛擬會議桌，教師們如同坐在這張虛擬會議桌進行各類協

同教學討論，在會議後自然產出許多資料、經驗和知識，而知識管理平台運用電

腦和網路，將各方產出的資料、經驗和知識達成有效擷取、清點、登錄儲存及分

類編碼，提供領域內所需知識給教師們學習、流通、應用或分享，進而讓學校內

部的知識經驗傳承累積成為學校的重要知識資產。 

肆、知識管理平台之可行架構 

資訊科技的設備與技術，對於知識分享的效率與豐富性之影響甚鉅，是現代

組織進行知識管理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知識管理平台即是基礎建設。企業界為

提昇競爭力，都普遍使用資訊科技的設備與技術來進行知識管理工程，企業界依

據本身屬性發展出其各自的知識管理文化及依附的知識管理平台，而學校本位的

知識管理平台發展也可借鏡企業界經驗，據此研究者規劃出可行的中小學的知識

管理平台之架構如圖3，從圖中可整理出一般的中小學的知識管理平台大致具有

功能如下： 

一、建置互動式、人性化的知識管理資訊網頁，透過網際網路的使用迅速的蒐

集所需的資料，並進行雙向的互動溝通（知識擷取 (Input)和表示

(Output)），以進行知識的傳播和共享，讓使用者願意接觸與使用知識管理

系統，激起使用者進入系統搜尋資料的興趣。 

二、隨時更新知識管理系統內容，以最新的訊息呈現在使用者眼前（這也是知

識管理工程師的例行工作）。 

三、標準化知識文件以利於分解成知識單元，編製索引（Index）連結各知識

單元，再依主題、作者、日期排序，編排索引等方式分類和編碼，再儲存

於資料庫，而使用者透過流灠器以互動方式選擇知識單元來查尋、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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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等。 

四、資訊科技的運用，不僅能有知識管理系統的彙集校內有形的知識，也能夠

藉由討論區的策略運用，提供使用者討論的虛擬空間，消除彼此間的距離

障礙。 

縱然有上述架構可遵循，但在發展知識管理平台的過程中，各校人事地物等

條件不儘相同，導致在策略運用上將會面臨一些抉擇、修正、變通和制宜，因此

各校可視本身的環境、特性、能力與願景，採用適當的途徑來建構各校的知識管

理平台。 

 

圖3知識管理平台的架構 

資料來源：Michael H. Zac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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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知識管理平台範例 

圖4是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知識管理平台範例，範例中有佈告欄、行事曆、

文件管理、工作追蹤、知識庫、知識庫搜尋、問卷調查、群組討論區、通信錄等

項目，這些項目都是因應九年一貫課程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協同教學

（team-teaching）或協同作業（team-work）需要而設計，下列依圖4之知識管理

平台的網頁雛型說明各項功能： 

一、問卷調查：在知識管理平台上可常常透過網際網要舉行問卷調查，如此可

明瞭校園內對不同問題的意見，透過網頁的問卷調查收集資料，可即時找

出校園內的共同觀點，線上問卷調查對知識管理有相當正面供獻，可有效

匯集學校內的公共(團體)知識。 

二、群組討論區：提供互動性佳的線上溝通橋樑，可作為即時線上討論或虛擬

會議之用，師生可運用群組討論區發起討論主題來發表意見，討論是一種

內隱知識的傳達，而線上群組討論，可將個人知識和內隱知識用外顯化文

字表示，如此可達到部份的個人知識團體化，進而增加團體的知識存量。 

三、工作追蹤：領域的協同教學時必定例行舉行工作討論會議，會議後必須對

一些重要工作進行追蹤，至於「工作追蹤」可按工作開始時間及結束時間

來考核工作達成率及是否準時達成，在事後回溯這些工作追蹤過程，有許

多經驗可轉化成知識供日後應用。 

 

圖 4 知識管理平台的網頁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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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搜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知識庫管理可採用「語意知識地圖」

(Semantic knowledge map)架構，因為語意知識地圖適用於知識搜尋和擷

取，其方法是在將資料、資訊或知識擷取數位化後輸入至知識庫系統時，

依據知識邏輯輸入至語意知識地圖中適當的端點（Leaf node）中(圖5)，

如此輸入後再經由知識管理工程師（Knowledge management engineer）再

分類、編碼形成知識庫系統，知識庫內容形成合乎人們邏輯思考的語意知

識地圖，另外「知識」是「與日俱增」和「與時俱進」，因此知識庫中「知

識」需經常性再重新分類、編碼、評估、監督、規劃和整合。例如：圖5

是一個MST或STS專題式統整教學例子，專題名稱是飛機的飛行原理與相

關的科技知識，在圖中學科之間的知識相互聯繫，也相互滲透，因此圖中

的知識邏輯是依據知識分化或統整來安排，這種知識架構也適用於協同教

學的課程設計。 

 

圖 5 語意知識地圖 
 

陸、結論 

網路科技的誕生，使得不同地域的一群人基於某種信念或目的，他們透過網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理化 生物 地球科學 生活科技 

物理 化學 

白努力定律

運輸科技 

飛機的飛行原理與相關的科技知識

協同教學

電磁波 
雷達、導航系統

無線電

空氣動力學 

MST或STS專題式統整教學

端點(Leaf node)

端點(Leaf node) 

端點(Leaf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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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科技以跳脫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聚集在一起互動，這一群人組織成一種「網路社

群」或「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 

Dr. Jim Botkin說：「沒有知識社群的知識管理系統，就像沒有人操作的個人

電腦」（Dr. Jim Botkin，2001）。由此可知，知識社群是知識管理平台中的主角，

扮演著知識供給與知識創新的重要功能，若知識管理缺乏良善的規劃與經營，再

好的知識管理平台，也只能達到「文件管理」的層次。由此看來，知識社群才是

知識管理平台中的靈魂，若僅僅導入知識管理平台，就認為提供一個網路上「虛

擬社群」的機制即算完成「知識社群」的建立，如此往往落得乏人問津或效能低

落的結果。 

事實上，一個完整的知識社群建立，應該同時包括「實體的知識社群」與「虛

擬的知識社群」。在校園中教師們是一個實體的知識社群，但未來發展學校本位

的知識管理平台時，教師們可透過知識管理平台進行跨校知識管理，更可將系統

化整理的知識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給同學、社區和家長來學習、交流、分享或應用

（如圖6），這時虛擬的知識社群便自然形成，這個虛擬的知識社群中教師、家長

和社區透過系統共同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進而建立家長、社區和學校的夥伴關

係，學校將家長和社區視為學校經營的工作夥伴，讓家長和社區力量協助校務發

展。簡單說，本知識管理平台希望在校內支援「實體知識社群」成長，營造開放

的校園氣氛，對外提供教學上共享知識的「虛擬社群」機制，激勵家長和社區參

與知識共享。 

學校

知識管理 個人知識

個人知識

個人知識

實體的知識社群

網際網路

虛擬的知識社群

知
識
庫

個人知識

個人知識

個人知識

個人知識

Hub

家長或社區

 
圖6家長、社區和學校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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