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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問題的性質及研究目的，全章分成四節來探討。第一

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問題，第三節名詞釋義，第四節研究範圍與

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追求卓越，提昇品質」，是一九八○年代以來教育思潮的焦點。自從一

九八二年四月美國聯邦教育部發表「國家在危機中」的教育白皮書後，美國、

英國、法國和西德等主要先進國家，乃開始進行一連串的教育改革運動，其

目的無非是想在教育數量成長達到相當程度的滿足後，能進一步去追求教育

品質的提昇（林新發，民 87）。但根據香港的政治經濟風險諮詢組織公布的

「亞洲教育品質調查」報告指出，亞洲地區平均的教育品質偏低，而我國卻

落後於南韓、新加坡及日本，不僅無法與歐美國家相提並論，即使在教育品

質偏低的亞洲亦無法取得領先的地位，顯示國內的教育前景著實令人感到憂

心（徐明珠，民 90）。此外，臺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後，基於國際化及自由化之潮流，外國人得依據我國「私立學校

法」之相關規定，來台設立高中以上之學校，亦使我國教育環境面臨對外開

放的國際化衝擊，因此，如何強化教育品質，因應教育的國際化，與世界各

國並駕齊驅，成為當前學校經營上的首要工作。 

面對此一急迫的任務需求，國內各級學校在經營管理上亦倣效美國大學

引進企業管理領域中的品質管理概念，掀起了一股全面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簡稱 TQM）的風潮，利用全面品質管理的作為，以提高

學校效能（林宜玄，民 90）。而一套便捷可行的程序與方案，便成為推行品

質管理首要的工作任務。其中，如何將早已在企業界施行相當成功的國際標

準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簡稱 ISO）認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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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活動理念，運用於教育經營管理上，遂成為教育組織經營者首要的選擇，

亦成為我國教育部思索在教育量之提昇的同時，如何著手提昇質的要求之政

策任務中，一項可行的工具選擇（楊朝祥，民 90）。 

所謂 ISO，乃是國際標準組織之簡稱，該組織於一九八七年推出 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標準後，企業界掀起推動 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的熱潮，不僅

歐洲本身徹底推動，連美國、日本亦如火如荼展開。根據國際標準組織於二

０００年五月發表的文件指出，全球至少有一百五十個國家三十五萬個單位

以 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標準為運作基礎的品質系統。而我國自一九九０年

由商檢局引進國內以來，至今已超過六千家廠商取得認證(張東孟、藍俊雄，

民 88)。由此可知，這股風潮，讓國內許多企業，無不以通過 ISO9000 系列品

質管理為榮，迄今 ISO9000 系列品質管理標準已成全球品質管理一大主流。 

國內大學校院認證 ISO9000系列品質管理也非常普遍，根據林素鈺(民 91)

研究指出，截至九十一年三月止，國內共有六十五所大學校院通過 ISO9000

認證，佔所有總數的百分之四十七，在已認證學校類別中，尤以私立學院有

百分之六十四通過認證為最高。顯示國內大學校院認證 ISO9000 系列品質管

理已成趨勢，大學校院在面對國際競爭壓力之際，莫不以通過 ISO9000 系列

品質管理，作為提高市場競爭力之籌碼。但目前臺灣地區的三百零二所高級

中學，僅有八所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相較於大學院校之普遍情形，高級

中學正處於起步階段，而這些率先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之高級中學，

其落實情形如何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學校有了適當的經營管理方法，則需評估其效益。國內外許多研究對 ISO

在學校應用的成效持正面的看法，認為學校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可健全學

校管理制度，使學校運作更有效率 (吳永猛，民 88；粘孝堉，民 88；鄭春生，

民 87；Moreland & Clark, 1998)，學校認證 ISO9000 品質管理與其行政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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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具有顯著相關 (林素鈺，民 91)。但李天祥(民 91)的研究結果則呈現相反意

見，認為大學院校在投入大量的人力、財力，換得的只是一張徒具形式意義

的證書，與達到學校行政品質提昇的目標，仍有相當的距離。由此可見，

ISO9000 品質管理雖在大學校院蔚為風潮，但是否有助行政服務品質的提昇，

實有必要進一步的探討。因此，目前已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高級中

學，其推動成效為研究動機之二。 

此外，林素鈺(民 91)亦指出，雖然學校認證 ISO9000 品質管理，而其行

政服務品質滿意度亦較高，但受訪學校教職員生中，贊成繼續認證者與不贊

成繼續認證者在「整體行政服務品質」的知覺上有顯著差異。此外，認證學

校負責執行 ISO9000 品質管理的代表，對於 ISO9000 品質管理的評價亦呈現

兩極化，有的指出 ISO9000 品質管理確實不失為提升教育品質的最佳利器；

然而有的則認為認證 ISO9000 品質管理僅對於學校聲譽有助益，對於實質上

並無顯著幫助，甚至成為礙手的工具；有的則認為只要學校自身能做好

ISO9000 品質管理的條文要求，日後就算不繼續認證也一樣可以維持 ISO9000

品質管理精神，進而達到認證效果。由此可見，ISO9000 品質管理導入高級

中學後，對其行政服務品質的影響評估，實有必要由教師及行政人員之不同

觀點加以探討，將有助於對實施成效的深入瞭解，此形成本研究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藉由 ISO9000 品質管理系統落實學校經營，進而提昇教育品

質，以支持國家政經社會改革，強化國家競爭力，及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全球

化競爭環境，已成為當前教育行政的一項重要議題，然而，國內探討有關

ISO9000 品質管理應用在學校教育的相關研究較少，且多數以大學校院為研

究對象，因此，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高級中學行政服務品質的提昇

是否真有其正向關係，能否發揮其功能，應先進行審慎的評估，此亦是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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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統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前，必要的先期任務與工作，以避免教

育資源之誤用與錯誤配置。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之現況。 

二、探究高級中學教職員對於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之差異

觀點。 

三、探析高級中學導入 ISO 品質管理活動與其行政服務品質的關係。 

四、針對上述目的所得結果，提出本研究之建議，俾供教育行政機關、高級

中學行政管理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為暸解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

動與行政服務品質之間的相關性，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問題 1：不同高級中學之學校組織因素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

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異？ 

    1-1：不同學校類型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

差異？ 

    1-2：不同學校規模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

差異？ 

    1-3：不同設校時間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

差異？ 

    1-4：不同 ISO 認證時間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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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2：不同高級中學之學校教職員個人因素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

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異？ 

    2-1：不同職務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

異？ 

    2-2：不同性別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

異？ 

2-3：不同年齡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

異？ 

2-4：不同學歷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差

異？ 

2-5：不同總服務年資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

著差異？ 

2-6：不同現任學校服務年資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

否有顯著差異？ 

2-7：不同 ISO 瞭解程度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

有顯著差異？ 

問題 3：高級中學之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相

關。 

問題 4：高級中學之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是否有顯著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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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高級中學 

乃依據高級中學法所設立之公私立學校，其類型包括︰普通高級中學、

綜合高級中學、完全高級中學（含附設國中部）、高級中學附設職業類科、實

驗高級中學。 

二、國際標準組織 

    國際標準組織，簡稱為 ISO，成立於一九四七年，成立之目的主要為制

訂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化，減少技術性貿易障礙。 

    由國際標準組織所制訂的 ISO9000 品質管理，係將品質管制內容書面

化；其目的在於將組織的運作內容作成完整的書面文件，稱為品質手冊，以

指導與督導品質的改善與維持。 

三、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指經由第三者驗證機構（如標準檢驗局）對供應

商之品質管理系統依據 ISO9001、9002 或 9003 予以評鑑認可之整個過程，其

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理系統之運作，使供應商從設計、生產

至服務之各階段中，防止不符合之情事發生，以獲得顧客之滿意。此三種品

保模式對採購商都可提供一樣之保證，並無優劣之分，僅僅只因供應商產製

產品或提供服務所需之功能與組織之能力而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民 91）。 

ISO9001：2000 年版標準已將上述 ISO9001、9002 及 9003（均為 1994

年版）整合為單一標準，因此無上述選用標準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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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政服務品質 

  高級中學之「行政服務品質」係指學校之教務、學務、總務、輔導、

人事、會計、研究發展與公共關係等管理事務的運作過程，由學校行政人員

於從事學校管理活動時，追求特別、完美、適用、價值與轉化等特質的整體

表現，形成學校教師認知的服務與其所期望的服務間之差距，即其感到滿意

的程度稱之為行政服務品質。 

本研究行政服務品質的內容分成五個部分，係參酌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以五項服務品質構面來測量服務品質之抽象概念，分述如

下︰ 

一、有形性（tangibles）：實際設施、設備以及服務人員外表。 

二、可靠性（reliability）：正確且可依賴的執行服務承諾能力。 

三、反應性（responsiveness）：服務提供人員幫助顧客的意願以及快速提供服

務的能力。 

四、保證性（assurance）：員工知識、禮貌及服務執行結果值得信賴的能力。 

五、同理心（empathy）：關心與提供顧客個人化服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學認證 ISO9000 與其行政服務品質的關係，故研

究範圍說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通過 ISO9000 品質管理系統認證之高級中學為研究對象，填答

樣本為通過認證學校之校長、主任、組長、職員（不含工友）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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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 ISO9001︰2000 年版條文要求之五大構面為前置變項，以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所發展服務品質模式之五項構面為

結果變項，探討二者間的關係。 

 
二、 研究限制 

為達成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在研究設計上，仍有以下之限制： 

（一）由於目前國內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高級中學數量不多，且

皆為私立高中。因此，高級中學學校之抽樣上，將導致本研究之一般性

（generation）類推受到限制。 

（二）本研究調查對象為高級中學教職員，而其中仍存在具有教師兼行政

人員身分者，乃於問卷設計中請其填寫有關職務與身分來辨識，但仍會有部

分受測者誤填或不填之情形產生，而造成研究上之抽樣誤差，此將仔細比對

受測者之填卷內容，但仍無法避免遺漏而導致操作不慎之誤差產生。 

（三）本研究以我國已通過 ISO9000 認證之高級中學為樣本，基於研究者

本身之人力、物力、時間等限制，無法對於已認證與未認證之學校加以比較，

因此，無法獲知已認證與未認證之高級中學，其行政服務品質有何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