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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為重要的管理方式，為企業界重要的標準規

範。從相關的文獻探討結果，顯示「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可以有效的增

進「行政服務品質」。為了瞭解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

間的關係，本研究以全國 8 所私立高級中學為樣本，採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

以行政支援教學的觀點而言，學校行政品質是學校教學效能的中介變項，行

政服務品質的良窳直接影響教學品質，學校行政可說是教學效能的必要條

件。「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是國際品質保證的認證系統，藉由標準化、系

統化的管理模式達成國際化共認標準以解除國際流通的障礙，教育行政本身

並非最終產品，它是教育產品的中介活動，本研究企圖從認知中介活動對學

校效能的影響，瞭解 ISO9000 導入學校行政服務的可行性。透過對全國已實

施 ISO9000 認證的高級中學的調查，從組織變項與個人變項對導入「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反應，以及「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

之間的相關性，利用問卷調查並經過統計分析，得到本章的結論。 

在資料分析方面，所運用的統計方法，包括單變量與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Pearson 相關分析、多元迴歸與 SEM 因果路徑分析等統計方法，用以瞭解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關係。以下就統計分析的

結果，歸納出本研究的結論，並據此提出有關「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如

何落實與施行的建議，以創造更優質的教育環境，提升高中教育的品質。 

 
 
 
 
 
 
 



 116

第一節  結論 

 
一、 高級中學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整體表現 

（一） 高級中學整體而言，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有高度肯定 

（二） 高級中學整體而言，對「行政服務品質」有高滿意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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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情形 

整體而言，組織變項確實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

質」有不同的影響，以下就上一章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五點結論： 

（一）「鄉鎮地區學校」較「都會區學校」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有

較高的肯定，對「行政服務品質」有較高的滿意度 

鄉鎮地區學校無論在「ISO 品質管理活動」或「行政服務品質」上的表

現均優於「都會區學校」，顯示鄉鎮地區資源缺乏，容易產生危機意識，而促

使學校全體人員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配合度高，對「行政服務品質」

也較滿意。 

（二）班級數在「61 班以上」者，其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肯定

與「行政服務品質」滿意度最高 

61 班以上的大型學校較 60 班以下的學校，對於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

有較高的肯定，對於行政服務品質有較高的滿意，而 25-40 班的學校與 40-60

班的學校則在伯仲之間。「61 班以上」的大型學校對於各項事務的管理必須

更講究分工與協同，因而「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導入，對其助益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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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成「61 班以上」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

的表現較高。 

（三）設校時間越短，「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肯定與「行政服務品質」

的滿意度越高 

設校「31 年-50 年」的學校較設校「50 年以上」的學校，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上有著較高的肯定。年輕的學校較容易

接受新制度，因而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有較高的肯定，對「行政服

務品質」滿意度也較高。 

（四）ISO 認證時間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肯定與「行政服務品質」

滿意度程度呈現波谷狀，年數由認證 2 年者向認證 6 年者先減後增 

學校 ISO 認證時間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肯定程度，呈現兩端

高於波谷的弧線，年數由 2 年朝向 6 年者先遞減後遞增；而對於「行政服務

品質」的滿意度，呈現由 2 年者朝向 6 年者遞減後遞升的弧線，即認證年數

少者滿意度最高，依序降低後再微量遞增的表現。顯示接受新制度時，剛開

始對其都有高度的期待，而經過二年的陣痛磨合期，使得其肯定與滿意度下

降，最後在適應與熟稔之後，肯定與滿意度又回升。 

（五）繼續接受 ISO 認證的學校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品質管

理系統」、「管理責任」與「量測、分析與改善」上，較不繼續認證者有較高

度的肯定 

學校對「ISO9000 品質管理」較認同，當然也會願意繼續接受認證，主

要是受管理責任與持續不斷的回饋和查核，其產生的成效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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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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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品質的差異情形 

個人因素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反應，根

據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可以歸納出七點結論： 

（一） 職務變項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反應，

會因職務不同而有所不同 

個人職務變項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反

應，在主任組、組長組、職員組、教師組之間差異均達到顯著，且是上層表

現較肯定與滿意而下則表現較不肯定與較不滿意。顯示管理者認為妥善的管

理，被管理者常未必覺得妥善。 

（二）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男性比女性表

現較高的肯定度與滿意度。 

男性無論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表現均高

於女性。比對性別與職務的關連結果發現，可能是由於男性多為管理階層，

女性多為被管理者，應為傳統女性對公共事務表現較不熱衷的結果。 

（三）在「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的「資源管理」部分，年齡變項「未滿

30 歲」組小於「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組與「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組 

「未滿 30 歲」對於進修機會、教學環境設施等，需求較大，因而造成他

們對「資源管理」部分的肯定較其他組低。 

（四）個人學歷變項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表

現差異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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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總服務年資變項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

質」表現差異未達顯著 

（六）現任學校服務年資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

表現差異未達顯著 

（七）瞭解 ISO 者相較於不瞭解者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表現高度

肯定，在「行政服務品質」方面，也表現高度滿意 

瞭解制度的本身，通常也較容易配合制度的運行，且經由與職務變項的

交叉分析發現，瞭解者多為上層結構者，不瞭解者多為下層結構者，因而亦

可用其在學校扮演的角色來解釋這樣的結果。 

四、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的具有顯著的影響 

透過多元迴歸與路徑分析等統計分析，可得知「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

與「行政服務品質」的關係，本研究所得到的結論為： 

（一）「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有顯著的正相關 

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越肯定，其「行政服務品質」之滿意度越

高，兩者之間的關係密切。 

（二）「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有高度的預測力 

利用多元迴歸分析與 SEM 路徑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均顯示「ISO9000 品

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有高度的預測力。其中，多元迴歸分析發

現，「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服務品質」的五個構面均有顯著的預測

力，且 SEM 路徑分析得到兩者之間有 0.9 的高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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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管理，管什麼？事、地、物、時。理什麼？人性。因為事、地、物能否

符時出現完全是人性操作的結果。管的對象仰賴科學管理，科學是物理，理

的對象依賴啟發潛能，潛能是心理。生產力是物理邏輯，著重在物質流程標

準化的科學管理，它是預設在人性正常運作下不會故意犯錯的機率。想→做

→如何做→做成什麼？在「如何做」的階段出現了人際組織，組織不只是人

員，它應該是人員、物件、人員與物件的活動形式，它是我意識中存在的象

徵或圖騰。它將決定「做成了什麼？」。「如何做」是人、事、物在時、地上

的功能性組合。哲學管理是促使成員順當地達成科學管理的目標，就是激發

成員最大的熱情（向心）發揮智能（信心）完美地操作物理邏輯。 

「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就是科學管理，推展到行政服務品質活

動就是哲學管理，就是「如何做」可以促使成員順當地達成科學管理的目標，

就是激發成員最大的熱情（向心）發揮智能（信心）完美地操作物理邏輯。

因此，導入「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就是企圖激發成員和組織間有一體感，

從實務中讓成員透過感覺→思維→操作的活動流程和組織合為一整體。經本

研究調查所得，提出下述建議以供學校推動及相關單位參考： 

一、 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認證活動是有價值且值得推廣的 

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學校行政服務品質，經本研究結

果顯示有顯著的相關性，故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適合各校

主動推動或由教育行政主管機關鼓勵推廣。然在推動認證需每年 30－50 萬元

的輔導費用，可能造成各校經費之負擔，因而影響推動之意願，故較可行之

作法，可由學校透過家長會、校友會及社會資源贊助經費方式，或由教育行

政機關編列補助款採實驗推廣方式，由學校自願參加，而對於參與成效優良

之學校及承辦人員採取獎勵方式予以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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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SO 組織發展一套學校適用的認證系統，以供學校單位運用 

由相關的研究中發現，ISO9000 品質管理認證條文轉換成學校用語時，

對條文的解讀及用法不一而產生運用上的模糊。在企業經營的理念與做法逐

漸為學校行政推動所參照時，建議 ISO 組織發展一套學校適用的認證系統，

以供學校單位運用，增進 ISO 品質管理認證精神在學校中落實。 

三、 積極將 ISO 品質認證活動導入高級中學以提昇學校競爭力 

學校面臨市場驅力，招生是學校市場化機制的活動，如果品質產出不佳，

在人口出生率遞減，同儕競爭日炙的招生市場中，恐失去有利的地位。如果

能夠積極推動導入「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透過標準化、系統化、規格化

的行政效率運作，可以確保投資報酬率並袪除成本和效益不成比例的狀況。

從私人機構急於引進「ISO9000 品質認證活動」，充分顯示 ISO 品質認證的效

能。因此，將 ISO 品質認證活動導入高級中學，行政品質服務應可獲得確保

並提昇學校競爭力。 

四、 鼓勵高級中學導入 ISO 品質認證以解決效率不彰及業務傳承不良情況 

「ISO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具有顯著的高相關，且在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間因果路徑的建構與評估中

發現，「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務品質」具有高度的預測力。當

前高中各校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之意願日漸低落且異動頻繁，造成業務銜接不

良等因素影響行政服務品質甚大，因此，學校可透過導入「ISO9000 品質管

理活動」以解決學校兼任人員異動頻繁、傳承不良與效率不彰的現象。 

五、 學校行政人員觀念及心態應作適度改變與調整 

行政人員觀念的改變與心態的調整，是學校行政服務品質最關鍵的一

環，應普遍建立追求顧客高滿意度的觀念，體認學校行政是一種追求高績效



 122

的關鍵，推動 ISO 品質認證，高品質持續改善的服務工作。唯有觀念的改變

及心態的調整才能有利於 ISO 品質管理活動在學校中落實。 

六、 學校推動各項業務時，能建立標準化作業程序與作法並定期辦理自我評

鑑（認證） 

高級中學若能導入 ISO 標準化、文件化、規格化之作業模式，雖未參與

ISO9000 品質認證，亦可藉此達到持續改善學校行政服務品質之目的。 

七、 校長及行政主管應加強推動的決心並擬定周詳的計畫 

推動 ISO 品質認證是一件高難度的工作，面對一般學校成員普遍抗拒改

革的心態，行政主管應展現決心與魄力，才能爭取大多數同仁的認同與支持，

而周詳計畫是推動成功的保證書，所以應事前周延籌備，逐步實施才能落實

成效。 

八、推動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時，應加強教職員宣導以建立共識 

教師及職員對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之內涵及實施目的不甚了解，以致

配合度不高，共識不足，影響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之落實，故有必要加強

宣導、建立共識，以營造高滿意度的行政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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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 ISO9000 品質認證在高級中學層級的學校並未獲得普遍推動之原因

及困難為何？ISO9000 品質認證在少數學校推動證明其有效性，為何無一所

公立學校推動，其原因及困難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 未來的研究在方法上建議可採行個案研究的方式，由個案間的比對

得到更確實的差異。 

（三） 對於研究對象，可以採行比較組與實驗組的比對模式，將未認證的

學校與已認證的私立學校之間做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