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經由文獻探討瞭解組織再造的意涵，學校組織再造的相關

概念及國民中學行政組織的現況，再以臺北縣國民中學的校長（含候用校

長）、主任及組長爲研究之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其對臺北縣國民中

學組織再造的相關意見，最後再訪問九十二學年度臺北縣四所試辦學校的

校長或承辦主任，以明瞭其試辦動機、執行過程及遭遇之困境等。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即依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與訪談

結果，加以歸納整理，列出研究發現與結論。第二節則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以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今後欲參與試辦組織再造學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

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與受訪學校試辦成效及訪談結果，可歸納以

下結論： 
壹、 對學校行政組織各處組及基本職掌之調整意見 
一 教務處方面 

（一） 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均認同維持教務處之設置。 
（二） 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均認同維持教學組之設置。 
（三）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可將註冊與資料組合併，註冊組長一職

亦可由職員兼任。試辦學校中有將註冊組更名為學生資料

組。亦有將資料組併入註冊組，更名為註冊資料組，並負

責所有學生之資料建置。其中一校以幹事專任，成效良好。 
（四） 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設備組各項業務建議將其移轉者不

在少數，而中型學校的受試者更有此明顯傾向。至於其設

組，則有建議將其併入事務組或將該組移入總務處。試辦

學校中，有將設備組併入事務組者。 
（五） 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資訊組各項業務及其設組，均有

建議將其移至總務處或併入事務組、設備組等。試辦學校

則維持其業務與設組，但有三校聘約僱人員，協助資訊業

務推展及設備維護。 
（六） 問卷調查結果，建議於教務處增設「研究發展組」或「課

研組」等，主要業務為承辦課程及教材之研發，並負責老

師進修事宜。試辦學校亦有於教務處內增設「研究發展

組」，承辦校務評鑑及課程與教材之研究發展等事務。 

（七） 教務處各組之業務就卡方考驗結果顯示如下： 
1、 教學組 

（1）「課務編排」和「教學視導」兩項業務，在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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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2）、「教學評鑑」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

務年資、教育程度、及地區，卡方值均未達顯

著差異。在「學校規模」方面，達顯著差異。

認為應廢除者以服務於十二班以下學校的受試

者為最高；其次為六十班以上學校的受試者；

而以十三班至五十九班的受試者為最低。 
（3）、「教學專業進修」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

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及學校規模，卡方值均

未達顯著差異。在「地區」方面達顯著差異，

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

於一般地區學校的受試者。 
2、 註冊組的全部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

異。 
3、 設備組 

（1）、「教學設備維護及管理」業務，在性別、年齡、
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及地區，卡方值

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學校規模」方面達顯著

差異，服務於十三班至五十九班學校的受試者

認為應移轉，高於六十班以上學校的受試者，

也高於十二班以下學校的受試者。 
（2）、「專科教室維護及管理」業務，在性別、年齡、

現職、和服務年資，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甲、在「教育程度」方面達顯著差異，研究所

（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受試者認為應移

轉，高於一般大學畢業的受試者，也高於師

大、師院畢業的受試者。 
乙、在「學校規模」方面達顯著差異，服務於

十三班至五十九班學校的受試者認為應移

轉，高於六十班以上學校的受試者，也高於

十二班以下學校的受試者。 

 184



丙、在「地區」方面達顯著差異，服務於偏遠

地區學校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於一般

地區學校的受試者。 
（3）、「教具、圖書維護及管理」在性別、年齡、服

務年資、教育程度、及學校規模的卡方值均未

達顯著差異。 
甲、在「現職」方面達顯著差異，以現職為校

長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為最高，依次為教

師、總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組長，

而以教務主任為最低。 
乙、在「地區」方面達顯著差異，服務於偏遠

地區學校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於一般地

區學校的受試者。 
（4）、「辦理科學展覽」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

及教育程度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甲、在「服務年資」方面達顯著差異，服務 16-25
年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於 5-15年的受
試者，也高於 25年以上的受試者，而以未
滿 5年的受試者為最低。 

乙、在「學校規模」方面，達顯著差異。認為

應移轉者以服務於十三班至五十九班學校

的受試者為最高；其次為十二班以下學校的

受試者；而以六十班以上學校的受試者為最

低。 
丙、在「地區」方面達顯著差異，服務於偏遠

地區學校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於一般地

區學校的受試者。 
4、 資訊組的全部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

異。 
二 訓導處方面 

（一） 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均認同維持訓導處之設置，但建議

更名為「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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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建議將訓育組更名為「學生活動組」、

「課外活動組」、「活動教育組」、「體育活動組」等。試辦

學校中，一校將其更名為「學生活動組」。另一校則將其與

生教組合併，更名為「訓管組」。 
（三）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建議將生教組更名為「生活輔導組」

或「生輔組」。試辦學校中，則有一校將生教組與訓育組合

併為「訓管組」。 
（四）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建議將體育組與衛生組合併，或將其

廢除，依事務性質將所屬業務分別併入教學組，訓育組、

設備組或事務組。試辦學校中一校將兩組合併成「體衛組」。 
（五） 訓導處各組之業務就卡方考驗結果顯示如下： 

1、 訓育組 
（1）「學生自治活動」、「學生社團活動」、「民主法治

活動」、「校內外藝文競賽」和「辦理校外教學」

等五項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

著差異。 
（2）「社區活動推展」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

務年資、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

差異。在「教育程度」方面達顯著差異，以師大、

師院畢業的受試者認為應廢除，高於一般大學畢

業的受試者，也高於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

上的受試者。 
2、 生教組 

全部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

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3、 體育組 

（1） 體育組的「體育競賽活動」、「體育場所及設備
之維護」和「師生體適能」等三項業務，在性別、

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2） 「體育教學」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

年資、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

異。在「教育程度」方面達顯著差異，研究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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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學分班）以上的受試者認為應移轉，高於一

般大學畢業的受試者，也高於師大、師院畢業的

受試者。 
4、 衛生組 

全部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

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三 總務處方面 

（一） 總務處之設處分組，無論就問卷調查或試辦學校言，幾乎

毫無疑義的均認同「維持」。但在問卷調查中，有提議增設

「財產組」或將「設備組」移入。就試辦學校言，一校將

設備組併入事務組。一校以具專長約僱人員兼辦文書及出

納事務，成效良好。 
（二） 總務處內事務組、文書組、出納組的各項業務，在性別、

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

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四 輔導處方面 

（一） 問卷調查顯示,除有建議將輔導處更名為「諮商中心」、「學
生諮商中心」、「輔導事務處」外，亦有建議將其廢除，而

將所屬各組業務分別依業務性質轉移至相關處室或併入相

關組。試辦學校中，一校將輔導處廢除，而將各組分別併

入教務處及學務處，但效果不彰。 
（二）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除建議將輔導組併入生教組外，亦有

建議移至學務處與生教組協調合作，試辦學校中，有一校

將輔導組移至學務處。 
（三）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建議將資料組併入輔導組，特教組

或註冊組或由幹事擔任，亦有建議移至教務處與註冊組相

輔而成。試辦學校中有一校將資料組併入註冊組。另一校

則將資料組更名為「生涯發展組」增加技藝教育等業務職

掌。 
（四）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除建議將特教組併入資料組或輔導組

外，大多主張將其移至教務處，與教學組結合。試辦學校

中，有一校將特教組併入設備組，期能與教務處之教學事

務結合。 
（五） 輔導處各組之業務就卡方考驗結果顯示如下： 

1、 輔導組 
（1）「親職教育」、「教師輔導知能進修」、「義工制度

推廣」和「心理輔導」等四項業務，在性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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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

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2）「升學輔導」業務在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

差異。在「現職」方面達顯著差異，認為應移轉

的受試者以輔導主任為最高，依次為教師、校

長、總務主任、組長、學務主任，而以教務主任

為最低。 
（3）「生涯輔導」業務在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

差異。在「性別」方面達顯著差異，女性的受試

者認為應移轉，高於男性的受試者。 
2、 

3、 

資料組 
（1）「輔導資料建立與管理」、「心理測驗實施與運用」

和「蒐集各類輔導資料」等三項業務，在性別、

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2）「蒐集及提供升學及就業資料」業務在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

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在「現職」方面達顯著

差異，認為應移轉的受試者以教師為最高，依次

為校長、學務主任、組長、總務主任，而以教務

主任和輔導主任為最低。 
特教組的全部業務，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

異。 
貳、 組長一職由「教師兼任」改為「專任學校行政人員擔任」之意見 
一、 五成以上的受試者認同設備組長（67.6%）、資訊組長（58.0%）、

註冊組長（50.7%）可由「專任學校行政人員擔任」。若依迫切性
排序，則排序第一所佔百分比，由高而低，分別是：設備組長

（28.0%）、資訊組長（24.6%）、註冊組長（15.5%）。一試辦學
校以幹事兼任註冊組長，試辦成效良好 

二、 由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顯示，設備組長、資訊組長及註冊組長，

可由「專任學校行政人員擔任」。 
參、 「彈性調整專任、兼任、委外與聘僱人力」的意見 
一、 七成以上受試者認同「各校在總員額不變的前提下，彈性調整專

任、兼任、委外與聘僱人力」，試辦學校亦認同。 
二、 「彈性調整專任、兼任、委外與聘僱人力」在性別、年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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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在「現職」、

「服務年資」方面達顯著差異，以「現職」言，其中現職為校長

的受試者有 95.7﹪認同此項措施，高於總務主任的 90.5﹪，教務
主任和輔導主任的 74.1﹪，學務主任的 68.2﹪，教師的 63.6﹪，
也高於組長的 57.9﹪。以「服務年資」言，服務 25年以上的受
試者有 79.6﹪認同此項措施，高於 16-25年的 79.1﹪，未滿 5年
的 69.4﹪，也高於 5-15年的 54.5﹪。 

肆、 學校實施組織再造策略之意見 
一、 五成以上的受試者認同學校在實施組織再造時，可以下列策略為

之:依其百分比由高而低排序為「檢視工作項目、精簡行政流程」
（85.5%）、「依據學校需求，調整行政組織」（80.7%）、「爭取社
會資源，改善辦學環境」（69.6%）、「依照教學需要，聘用支援人
員」（62.3%）、「善用資訊網路，建構網路平台」（56.5%）。 

二、 試辦學校囿於校內溝通協調不易，實施策略以「依照教學需要，

聘用支援人員」為主要考量。而以「依據學校需求，調整行政組

織」為次要策略。此外，均能朝向「善用資訊網路，建構網路平

台」及「爭取社會資源，改善辦學環境」而努力。至於「檢視工

作項目，精簡行政流程」則需先取得共識才易實施。 
伍、 「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採勞務外包處理」之意見 
一、 大多數受試者認同「與教學無關的行政工作，採勞務外包處理」。

若依勞務外包的認同比例，以百分比由高而低排序，認同率在五

成以上者，依次為「水電消防設備維護」（85.5%）、「電腦設備維
護」（71.0%）、「視聽、廣播設備維護」（69.1%）、「合作社委外」
（64.7%）、「校舍修繕、校園綠化、美化」（59.9%）、「學生午餐」
（58.5%）、「校園安全、警衛」（58.0%）。 

二、 認同採勞務外包的理由，主要有「與教學無關」、「避免影響教

學」、「工作量大且繁雜」、「校內缺乏專業人才」、「回歸專業、安

全考量、易有效率」及「定期維護、省時、省經費」等因素。 
三、 「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採勞務外包處理」之意見，在性別、

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

均未達顯著差異。 
陸、 「主計、人事合署辦公」之意見 
一、 多數受試者不認同（75.8%）主計、人事合署辦公。理由主要為

「無法因應緊急需求」、「耗時費力」、「距離遠，公文往返，溝通

不便」、「耗費人力、物力資源」、「降低效率」、「增加主計、人事

及校內行政人員工作負荷」、「事權未統一」、「缺乏認同感」等因

素。 
二、 試辦學校亦傾向不認同，主要因素為「不方便，不能馬上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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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只是政府省經費而已，學校需增派人手跑公文」、「缺乏

對學校的認同感」。 
三、 「主計、人事合署辦公」之意見，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

資、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柒、 對「遴聘兼任，巡迴教師及共聘師資」的意見 
一、 約八成受試者（79.7%）認同遴聘兼任教師；有約六成九的受試

者（68.6%）不認同遴聘巡迴教師；有約五成二的受試者（52.2）
不認同數校共聘教師。 

二、 認同者以「專業考量，可視學校需求聘具專業素養的老師」、「節

省人力與經費」、「解決特殊科目師資及師資不足問題」、「富彈

性、合需求」、「可資源共享，協助學校發揮特色」為主要原因。

而不認同者。則以「師資遴聘不易，流動性高，難掌握」、「教師

缺乏認同感」、「留校時間短，影響師生互動與教學效果」及「造

成行政困擾」為主要考量。 
三、 試辦學校雖認同遴聘兼任教師可解決某些類科師資不足的問

題，亦可減少專任教師的人事支出，同時可將結餘經費，另外遴

聘約僱人員協助行政事務，但在實際執行上，亦因兼任教師之流

動性高，以及增加專任教師之額外負擔，而造成學校在行政運作

上的困擾；對於巡迴教師及共聘師資，則多持保留態度。 
四、 「遴聘兼任教師的看法」在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程度、

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達

顯著差異，其中女性的受試者認同此措施，高於男性。 
五、 「遴聘巡迴教師的看法」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學校規模、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 
六、 「數校共聘教師的看法」在性別、年齡、現職、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及地區的卡方值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學校規模」方面達

顯著差異，其中服務於十二班以下學校的受試者最認同此項措

施；其次為十三班至五十九班學校的受試者；而以六十班以上學

校的受試者為最低。 

第二節 建議 

茲依據問卷調查研究、訪談之發現及上述之結論，提出下列各項建

議，以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試辦學校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壹、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 加強政策的宣導與溝通，廣泛聽取基層的意見 
依據文獻探討可知，學校教職員工對學校組織再造方案與各層面之認

知程度偏低；研究者於實施問卷調查及訪談時，亦發現學校教職員工對學

校組織再造之政策施行，所知有限。因此，若欲順利推動此措施，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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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與相關法案修訂時，應廣納不同職務教職員工意見，以獲得共識；也

唯有在決策過程中不斷溝通，才能減少推動學校組織變革的阻力，提高政

策未來執行落實的可能性。 
二、 現行法令的修訂與鬆綁 
現階段的內外環境，均以「教育鬆綁」為思考典範。國民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17條雖已將學校行政組織編制之「組」鬆綁，但尚未將「處」鬆綁，
應再修法，給予學校更大的彈性自主空間，是以，如：國民教育法第10條

有關行政組織「處」之鬆綁、第11條有關兼任教學工作人員之聘任、第12

條員額編制標準之重新制訂。甚而為求兼任教師、共聘專長教師、聘僱人

員、委外人力、替代役等多元人力之充分運用，則教師法、師資培育法亦

有必要進行修法。。此外，學校的發展，除考量其階段性發展任務與重點

需求，亦應兼顧社區環境的變遷，因而需有不同的組織配合，才能適時因

應發展的需要。同時，學校人力資源的妥善運用，亦為考量重點。因此，

如何在法令授權範圍內給予學校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是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值得深思的議題。也唯有如此，才能因應學校之個別差異與需求，使其充

分運用人力，發展其特色。 
三、 誘因的增強 

學校試辦組織再造，或因配合政策，或因有改造之需，或為求行政效

能之提昇，但若因試辦組織再造卻未能蒙受其利，或因之減省的人力與經

費，卻未能有適當回饋，則無足夠誘因使其更加用心於組織再造。是則，

除了針對方案的試辦，訂定獎勵辦法外，亦可考慮實質形式的獎勵，如將

學校減省的經費，全部或部分歸諸於學校，使其能有更大揮灑空間，能充

分運用人力與經費，促成學校教育品質的提昇，與效能的提高。 
四、 建立常態性諮詢單位 

除了溝通、訪視與宣導外，應加強學校間，甚至是跨縣、市間的經驗

分享，以收集思廣益，相互學習之效。此外，亦應針對此試辦，設置一諮

詢機制，提供諮商功能，協助學校解決法令問題，及執行上的困擾。 
五、 教學與行政分流 

在學校行政組織方面，應以「員額編製基準」取代「員額編製標準」，

讓學校能增加幹事員額，以減輕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負擔，使教師能有充

裕時間專心於教學及課程與教材之研究發展，一般行政則回歸專業專責，

相信如此必能提高行政效率。此外，工友亦可考慮列入組織再造範疇，以

提高學校人事的運用績效。 
六、 建立評鑑指標，確實檢討改進 

政策的實施，除事前的溝通與宣導，其間的檢討與改進外，若能建立

一套具體可行的評鑑指標，供試辦學校檢核，將更易瞭解其缺失，以便適

時修正，利於達成發揮人力資源與增進學校行政效能的目標。 
七、 評估不同類型學校的試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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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型不同，其所面臨的困境亦有差異，所需迫切解決的難題自亦

不同。因之，其試辦方式自然會有差異，若能適切評估不同類型學校的試

辦成效，將有益於後續試辦者參考。 
貳、 對學校的建議 

一、 試辦方案的瞭解，成員觀念的改變與重建 
若能於試辦前參閱「臺北縣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試辦實施計

畫」，以充分瞭解其限制與要求，再行請教已試辦學校，瞭解其利弊得失。

並參與試辦說明會及已試辦學校的成果發表，將能有一通盤的概念。同時

亦應運用各種時機多加宣導，以改變組織內成員的觀念，並增加其接受度。 
二、 對學校本身優劣勢與需求之分析及評估 
對學校本身做 SWOT分析，並依據學校願景及各處室提出欲解決的困

境與需求，成立組織再造試辦小組，評估試辦之利弊，分析行政組織再造

或人力規劃之可行性，以確認是否提交討論，進行試辦。 
三、 人力資源資料庫的建立與規劃 

無論組織結構的調整或多元人力的規劃，均需充分瞭解校內教職員工

之專長、能力與興趣，並依此建立完整的人力資源資料庫，以便將適當的

人才安置於適當的位置，亦同時能利於校外專才的適時引進。 
四、 充分溝通，獲取共識 

組織再造試辦要想做得好，需要成員能接受改變，願意配合。因此，

事前的充分溝通，有其必要性；再者，行政組織編制或業務及運作方式的

調整；兼任、委外與聘僱人力的設計、重組與整合；亦需集眾人的智慧，

方能有較完善且周詳的規劃。 
五、 校務參與層面的擴大，與決策權力的分享 
組織變革過程中必然會帶來一些衝突與阻力，而學校行政主管、教

師、家長、社區人士與專家學者的深度參與，都是使變革阻力減少，並增

進行政效能的重要因素。因此，若能擴大參與層面，建立對話機制，在執

行時將較易順利進行。同時，在遭遇困境時，也易同心協力共謀解決。 
六、 爭取社區資源，善用組織再造策略 
今日的學校再不能故步自封，應與社區充分互動，積極爭取社區人力、

財力、物力的資源，以改善學校辦學環境；同時為使教師能專心於個人專

長之教學，則兼任、共聘師資、勞務外包等再造策略之實施，亦不失為可

行之方。是則，多元人力的充分運用應是可慎重考量的。 
七、 建立評鑑指標與檢討機制 

組織再造是一個動態歷程，變革並非一蹴可幾，再造也未必能永久。

試辦的良窳，有時很難評量。若能隨時廣納各方意見，並建立評鑑指標，

透過經常性的回饋機制，定期評鑑，同時亦能召開檢討會議，適時檢討與

調整組織結構，及解決面臨的問題，將更有利於試辦成效的顯現。 
參、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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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研究主題方面 
組織再造大體可區分為「結構再造」與「流程再造」兩個面向。本研

究將重點擺在組織結構上，因此，後續研究可以對「行政作業流程」做進

一步的探討。 
二、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臺北縣國民中學之學校行政人員為研究對象，未將教育行

政人員及學校主計、人事人員納入。後續研究可考慮將之納入研究。此外，

基於國民教育九年一貫之理念，且國民中小學同屬於地方政府教育管轄範

疇，教育部原方案亦包含國民中小學之組織再造，因此，將國民小學納入

研究，也是後續研究值得探討的方向。 
三、 在研究範圍方面 

限於研究者個人的時間及能力，本研究僅以臺北縣立國民中學為研究

範圍，因此，在研究的推論上亦僅能限於臺北縣的國民中學。後續研究可

以擴大至其他地區，以增加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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