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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進入了你的心，知識成了你的喜樂。」 
                                   (舊約 箴言 2:10) 
 

論文撮要 

 

 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由訊息管理進入知識管理時代。知識管理是一種有效利用組織內隱性和顯性知識的
重要機制。因此近來許多組織皆積極地推動知識管理工作，目的是希望建構一個以知識為驅動的新經濟和教育模
式，以人才為社會之本，使新時代的教育活力再現(Drucker,2000；林海清，2002)。 
 
 有見及此，學校的管理方向，必須回應新世紀管理思潮的發展。學校是知識和文化的搖籃，教師極可能是世
界上最早的知識工作者，而知識資產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學校必需累積知識，有系統地保存各層面的知識，包括
明性和隱性知識，進而不斷地完善學校的教育工作、發展學校及成員，故此學校是最需要發展知識管理的組織。 
 
 本文嘗試探討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作為學校管理思維的理念，同時介紹一所特殊學校的實踐經
驗，包括學校自行開發知識管理系統，使教職員個人實踐經驗和智慧可以獲得系統化的整理，有利於知識的保存、
分享與擴散，提升個人知識的應用價值，同時亦分享作為發展知識管理型學校時，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強調必需
建立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和學習型學校，以知識管理為本學校的兩大支持。 
 
背景 
 
 英國於 1998年發表競爭能力白皮書，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 2000年召開新經濟會議，新加坡於 1996年提出「智
慧島」，建立「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日本亦宣示「培養具生存實力的下一代」，前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先

生亦曾經提出發展知識型經濟。世界各個先進國家和地區宣導上述思維的目的，是希望建構一個以知識為驅動的新

經濟和教育模式，以人才為社會之本，使新時代的教育活力再現(Drucker,2000；林海清，2002)。香港教育統籌委員
會第七號報告書指出「需要高質素的校長和教師，他們需有強烈的使命感，亦須得到適當的支援和專業發展機會」，

知識管理正能強化教職的專業發展。同時，踏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由訊息管理進入知識管理時代，有見及此，未

來學校的管理方向，必須回應新世紀管理思潮的發展。 
 
 本文嘗試探討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作為學校管理思維的理念，同時介紹一所特殊學校的實踐經
驗，嘗試以個人知識管理作為起步，使教職員個人實踐經驗和智慧，可以獲得系統化的整理，有利於知識的保存、

分享與擴散，提升個人知識的應用價值，同時亦分享作為發展知識管理型學校，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知識管理的基本理念 
 
 進入二十一世紀，知識已成為具生產力的要素，知識工作者的作用也更明顯。Drucker(2000) 指出今日管理最
重要與獨特的貢獻，是組織知識工作和增強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Bill Gates(1999)更具體地說明一個知識型組織，
能使員工在分享願景的過程中，不斷參與改革，活化組織，創造和共用知識，提升組織效能，強化生存及競爭力。

因此，近來許多組織皆積極地推動知識管理工作。目的是希望建構一個以知識為驅動的新經濟和教育模式，以人才

為社會的瑰寶，使新世紀的教育活力再現(Drucker,2000；林海清，2002)。 
 知識是人腦活動的結果，包含真理和信念，觀點和概念，判斷和展望，方法和訣竅 (林榕航，2005)。故此，
知識管理是一種有效利用組織隱性及顯性知識的重要機制，知識管理就是有系統地搜集不同層次的知識，加以保

存，並更廣泛地轉移至所需教職員(共用)，進而組織知識創新。知識管理是一種持續進程，知識的取得和轉移必需
在一個充份信任與開放的組織中萌芽。 
 
 人是知識管理的關鍵因素之一，人的大腦是知識的載體，肩負知識轉移和擴散的重任，同時涉及知識創造和

傳播的內生力量。知識管理是必需關注於各類知識，簡單來說，人類的知識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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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 
這類知識可以用符號系統明確表達，如書本、數學公式、教學計畫、文檔等，這類知識可以十分方便地在人和

組織之間轉移和傳播。 
 

2. 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 
    這類知識是個人生活的經歷，並包含著無形的因素，如個人的信念、觀點和價值體系，其中特別是初期創新知
識。 

   
 知識共用和轉化是知識管理活動的核心，我們再不能單依靠師徒傳授的方式傳播知識，在學校工作中所消化

和吸收的知識，必需通過各種交流方式，為學校其他成員共同分享，進而創造新的知識，這是超越著重硬體和顯性

知識儲存的訊息管理年代，邁進知識管理思維。 
 
 
 
知識管理與特殊學校發展 
 
 學校是知識和文化的搖籃，教師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知識工作者，而知識資產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特殊

學校由教師和多種專責人員組成，著重跨專業團隊協作，學校成員所積累的知識，例如課堂教學經驗、治療和輔導

心得等，必需有系統地保存，包括各層面的知識，促進交流和創新，進而不斷地完善學校的教育工作、發展學校及

成員。故此，特殊學校是最適合發展知識管理的組織。學校同時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場所，提高教師效能對教育品質

的提升有相當大的效益。具效能的學校，著重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作為學校管理的主導思維，使知
識工作者—教師發揮最高的效能，提升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質素，令學校持續發展，追求卓越。 
 
 一所以知識管理為管理策略的特殊學校，會鼓勵學校成員持續不斷地積累知識，分享自己的知識，同時有系

統地搜集不同層次的知識，加以保存，促使不同類型知識間的進一步轉化，亦即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的不斷轉化和

結合，並更廣泛地轉移至所需教師和專責人員共用，進而組織知識創新。特殊學校在知識管理的發展上，可以從以

下三方面開展： 
 

1. 推動知識共用文化 
 這是一種持續進程，同時必需在一個充份信任與開放的組織中萌芽，故此，在發展知識管理型學校時，

必需建立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和學習型學校，作為以知識管理為本學校的兩大支持。 
 

2. 建立知識管理系統 
知識管理系統除了強調知識獲取和共用外，同時必需是一個動態系統，結合內化，達到隱性知識和顯性

知識之間的互動 (劉慶林譯,2004)。 
 
3. 知識管理技術的應用 
 學校有相當多有關教學的知識是隱性知識，因此較不容易透過書面的方式來轉移此種知識，這種知識最

有效的分享方式是面對面互動 (Hargreaves, 2000)，行動後 反思(after action review)是知識管理技術中
一種最有效組織學習方法，與其他工作配合，能起改進團隊表現功效。 

 
知識管理平台 
 
 香港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是一所為 168 位香港嚴重弱智障學生提供教育的機構，教職員達 102 人，其中有近

60位教師和專責人員，包括教師、教育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護士和社工等。教職員

必需不斷學習掌握新知識和創新知識，提高專業水準，更富創新精神，更自覺地自我發展，應付新時代特殊教育的

發展。目前學校正嘗試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作為學校管理的思維，並已經自行在校內開發知識管理
系統，建立知識管理平台，同時更進一步嘗試引進行動後反思(after action review)技術去進行教學反思，營造同工積
極分享知識並創新知識，同心協力，以愛和關懷的心作基礎，提升學校辦學的質素。 

 

 本文主要分享學校內自行開發的知識管理系統。知識管理平台是由教師和專責人員個人知識管理開始，是以

專業發展作出發點，在大家的支持和監督下，以知識共用和知識轉化作為理念基礎。整個系統是由個人知識產生，

通過交流和理解，達致知識的創新，表 1列出知識共用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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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知識共用流程 
 

個人知識產生          個人  

 

 

知識的交流 

               訊息技術 

              (知識管理平台) 

知識的理解 

 

                 

知識的創新           組織 

               (知識共用文化) 

 
 知識管理平台的目標是提供特殊學校內教師和專責人員們保留和分享經驗的學校網路，鼓勵知識分享的氣

氛，促進教職員對新知識的創造，是大家的持續專業發展，再結合資訊科技而有系統地保留，提供知識轉化的管道，

也是另一個學習場所，這將有助於教學質素的提升。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的知識管理平台於 2004 年 6 月完成平台
基本架構，經過一年的試用和調整，進一步測試系統的穩定性，於 2005 年 7 月正式開放給全體教師和專責人員使
用。每位教師和專責人員均有個人知識管理戶口，成為系統的組成部份，系統環境令教師和專責人員很易輸入和管

理自已的知識(圖 1 和 2)，其中學習所得的顯性知識，例如文章、簡報等，而部份隱性知識經過轉化，可變成顯性
知識，通過這個系統，促進交流(圖 3)，而全校同工，可以隨時進入系統，汲取所有顯性知識，知識有系統地分類
存放。 
 
圖 1 知識管理平台登入介面            圖 2 知識管理平台 － 主畫面 
 
   
 
 
 
 
 
 
 
 
 
圖 3 個人用戶知識分享介面            圖 4 知識管理平台的討論區介面 
 
   
 
 
  
 

 
 
 
 
 
 
 

 3



同時，樂仁學校於 2005年 7月就知識管理平台進行校內評鑒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教師和專責人員認
為該平台能達到既定目標和系統保持穩定，72%的受訪者對平台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我們深知知識管理平台不能
取代面對面的經驗分享，學校需要更多時間和更強大的學校網路，以及鼓勵知識分享的氣氛，使知識管理成為學校

優先發展專案。 
 
困難和挑戰 
 
 如要進一步發展知識管理，必需有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配合，學校組織氣氛，如同人格於人一樣，是學校獨

特的氣質，同時根據校內成員集體知覺而來，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需具備開放性和健全性，才可以穩定學校，影響

校內成員的行為和態度。首先，特殊學校的校長和中層管理人員必需具有開放的態度，再進一步培養學校成員，建

立高度而坦誠的行為，在組織體系內維繫團結向心力，創造並保持組織體系存在和延續的核心價值，才能實踐學校

教育目標，鼓勵學校成員共用知識(Leicester，1996) ，才可支援發展知識管理為的一大支持，也是落實知識管理的
最大困難和挑戰。 
 
 在推行策略上，校長及學校成員必須對以知識管理作為學校管理的主導思維的理念具有共識，然後分享學校

願景，結合學習策略與學校教育目標，切勿偏離辦學理想，才能建立工作任務，加上校長和中層管理人員的鼓勵與

承諾，才能培養系統思考之風氣，持續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我們深信成功地通過上述策略，學校每個人都能成為

學習者，所有成員持續不斷的學習，同時尊重多元思維，在基於專業發展的定位，建立良性互動的緊密合作關係，

達至教師和專責人員彼此共用經驗心得之觀念和創新發展的精神，這才能實現一所以知識管理作為學校管理的主導

思維的學校，這也是我們對發展一所特殊學校的抱負。 
 而另一挑戰是透過發展知識管理，使學校轉型為學習型學校，理想中的學習型組識，是學校中的每一個人，

包括教職員和學生，都是學習者，都要利用各種機會不斷的成長，經由探討和反省，學習成長，促進學生學習，進

一步增進教師專業知識和能力的成長，提升教學八個策略： 
 
1. 學校成員必須對學習型學校的理念具有共識； 
2. 結合學習策略與學校教育目標； 
3. 評估每個人的學習能力； 
4. 培養系統思考的風氣； 
5. 改造組織文化； 
6. 建立組織整體學習策略； 
7. 改進科層體制； 
8. 持續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 
 
 深信成功地通過上述八個策略，學校每個人都能成為學習者，所有成員持續不斷的學習，使個人知識和組識

知識得以整合，重視不斷分享和應用，使學校成功轉型為學習型組識，並得以持續發展，具備生存的競爭力(陳美玉，
2002)。 
 
(本文發表於2006年3月7日澳門理工大學「兩岸四地智障服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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